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據
市場消息稱，重慶銀行在申請於上
交所上市的同時，亦開始 手籌備
H股上市計劃。據悉，該行已向中
證監提交了首次公開境外上市外資
股，並獲得境外上市的行政許可申
請材料，若成功來港上市或將成為
首家登陸H股的城商行。

中證監正在辦理重慶銀行的申
請，並對境內企業赴港上市表示支
持。據《證券日報》消息，隨 地
方銀行A股上市的長期停滯，可能
會有更多銀行選擇赴港上市。早前
重慶農商行赴港上市後表現不俗，
也會為更多銀行提供信心。

中證監給予支持

重慶銀行已在A股門外等候多

年，遲遲未能上市，近年只靠增資
擴股及發行次級債補充資本，使該
行不得不將目光投向香港市場。

由於地方銀行短期內在A股上市
的可能性較小，面臨資本壓力且為
上市籌備許久的各地方銀行，不得
不為上市做兩手準備。監管方面也
給予了支持的態度。

除重慶銀行外，徽商銀行、上海
銀行及龍江銀行等多家銀行赴港上
市的消息屢屢被曝出。

而今年4月召開的徽商銀行股東
大會也審議通過了發行H股股票並
在港交易所上市等相關議案。

在即將召開的股東大會上，除了
審議相關H股上市議案外，該行還
將審議A股上市有效期延長的議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華
能國電（0902）於上交所的公告指，
上半年營收達641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減少4.64%，按中國會計準
則，該公司歸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
58.95億元，按年上升166.9%，主要
由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期內燃料成本
下降及其他成本費用有效控制所致，
期內公司營業成本493.23億元，按年
下降14.71%。期內每股基本收益為
0.42元，按年增加162.5%。

煤炭價低 盈利大升

該公司指，上半年雖面臨國家經濟
結構轉型，全社會用電量增幅同比下
降，但公司抓住煤炭價格低走的有利
局面，嚴格控制費用支出及加強燃料
內部管理等因素，令整體盈利水平大

幅提升。期內境內電廠
累計完成發電量1,494億
千 瓦 時 ， 同 比 減 少

0.46%，已完成年度發電量計劃
3,200億千瓦時的46.71%，利用小時為2,398小
時，同比下降130小時。而截至6月底，該公司
可控發電裝機容量為66,341兆瓦，權益發電裝
機容量為59,155兆瓦。公司下半年將繼續加快
發展方式轉變，優化區域布局，加強清潔能源
投資和布局等，以實現全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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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62.00（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北控82億購母中燃股份
發新股支付部分代價 每股折讓11.7%

Coach全年淨收入79.88億 傳重慶銀行獲批H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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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建與中金再生劃清界線

央行逆回購170億 穩資金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中金再生
（0773）被證監會指涉及長期造假並申請其清
盤後。昨日中國交通建設（1800）亦同中金再
生劃清界線，中交建昨發公布指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梁創順出任中金再生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惟公司與中金再生及其附屬公司均無關
連。

匯豐再減人幣存息至2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內地錢荒紓

緩，匯豐進一步減低人民幣定存利息，人民幣
2萬元資金3個月定存，最高年利率下調20個基
點至2厘。該行在半年結過後，合計兩次減人
民幣存息40個基點。匯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早
前曾表示，近期息口回落，但暫未可降至低水
平，本港人民幣存息短期仍有上升壓力，料下
半年整體市場息口未有下行空間。有分析對該
行連番減人民幣存息感困惑，不排除現時該行
人民幣資金充裕，未有吸存需要，或藉減存息
擴闊息差。

和記港口半年少賺2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和黃（0013）

旗下和記港口信託昨公布，截至今年6月30日
止第二季錄得信託單位持有人應佔利潤4.21億
元，較去年同期倒退26%。而上半年則錄得利
潤8.01億元，同比倒退21%。業績報告指，由
於美國和歐盟的貿易仍較薄弱，令鹽田港的吞
吐量受到一定影響。不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銷
售正在好轉，經濟也在持續復甦；加上新興市
場正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公司將進一步提高
集裝箱業務的效率，加強成本控制，並利用先
進的基礎設施和天然深水通道等優勢，贏得更
多業務。

國壽盈喜料純利增逾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上半年金融

市場波動，反而成為中國人壽（2628）的獲利
良機。國壽昨發盈喜，預計截至6月底止中期
純利同比增長50%以上，主要由於投資收益增
加及資產減值損失減少。去年同期純利96.35
億元人民幣；每股盈利0.34元人民幣。該股昨
收報18.44港元，無升跌，成交額4.26億港元。

分析師稱，中國人壽上半年獲利略好於市場
預期，今年第二季度滬綜指下跌12%，但中國
人壽仍然錄得盈利增長，優於市場預期。

大華繼顯分析師Edmond Law預期，其他內
地壽險股如中國平安（2318）、中國太保

（2601）第二季度獲利亦錄得增長。投行麥格
理預測，國壽上半年凈利為131.83億元，按年
增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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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控股 (0392)

53

昨收
52.85元

7月2日
收52.55元

6月3日
收65.05元

北控向母公司收購中國燃氣的每股代價，較中燃前
日收市價8.83元折讓11.7%。北控將向母公司按每

股55元的代價發行1.13億股新股支付，佔公司擴大後股
本的8.8%。每股代價55元的作價，較北控股價前日收市
價55.35元折讓0.6%。有關交易完成後，北控集團在北
控的持股量將由現時的57.86%增至61.59%。

北控集團獲利逾34億

據公布，北控集團於去年2月13日起分多次在市場收
購中燃股份，累計購入中燃合共10.54億股，佔中燃股
權22.01%，並成為中燃單一最大股東。北控購入中燃的
每股平均價為4.54元，共投入的資金47.85億元。以該公

司昨日公布的出售作價82.22億元計算，不計手續費，
此次交易北控集團獲利34.37億元，幅度達71.83%。

擴天然氣業務利發展

北控昨日表示，目前該公司的最核心業務為天然氣，
相信進一步在內地擴展天然氣業務投資，符合公司利
益。北控也相信中燃提供了運作的平台，讓其進一步發
展天然氣業務，有關合作可為雙方帶來協同效益，對雙
方有利。

北控指出，根據中燃2013年年報，中燃擁有184個城
市燃氣項目，公司相信此次收購可以擴張天然氣業務及
地域覆蓋，並可以幫助該公司更快速地在全國範圍拓展

天然氣業務，同時為發展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加氣
站業務提供發展空間，符合公司長期發展戰略。此外，
鑒於是次收購代價低於市場交易價格，本次交易是一個
收購的良好時機。

昨日中燃和北控的股價表現個別發展，中燃股價上
升，收市報升8.92元，升0.09元，升幅1.02%；北控股價
下挫，收市報52.85元，跌2.5元或4.52%。另外，此次收
購北控需要獲得其股東特別大會的批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卓建安）北京控

股（0392）獲母公

司注入燃氣資產。北

控 昨 日 宣 布 ， 以

82.22億元向北控集

團購入其持有中國燃

氣（0384）22.01%

的股份，即每股中燃

的代價為7.8元。北

控將以現金20億元

以及發行新股支付收

購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臨近月底，內地銀
行間資金面進一步吃緊，為防
止「錢荒」再現，央行終不再
袖手旁觀，時隔半年後重啟逆
回購操作。中國人民銀行公告
稱，公開市場昨日進行170億元
人民幣七天期逆回購操作，中
標利率為4.4%，高於上次3.35%
的操作利率。市場人士認為，
雖然此次規模有限，但央行啟
用短期逆回購工具，已等於明
確釋放及平抑貨幣市場利率上
行信號，有助於緩解市場偏悲
觀的流動性預期，資金利率有
望掉頭下行。少量操作規模及
偏高的利率，顯示央行中性偏
緊的貨幣政策基調未改變。

料外匯佔款續走低

自7月中下旬起，銀行間資
金面因財稅繳款、國企分紅、
外匯資金流動性等因素再度繃
緊，尤其臨近月末，機構惜貸
情緒上揚，令市場短期及跨月
資金緊張局面再現，且無央票
及正回購到期以緩釋流動性。
但央行公開市場連續五周零操
作，顯示監管層不願輕易釋放

寬鬆政策信號，堅持緊平衡的
政策立場不變。

此外，分析人士認為，央行
此舉也是為了應對外匯佔款減
少的趨勢，6月外匯佔款可能
出現七個月來首次負增長，隨

美元兌人民幣的套利空間縮
窄，未來資本流出的壓力將加
大，預計今年下半年外匯佔款
將持續走低。

操作量小 幫助有限

央行公開市場周二意外重啟
逆回購操作後，銀行間市場主
要回購加權利率止升回落。目
前七天加權回購利率已降至
4.9941%。交易員認為，央行此
舉對穩定機構信心意義重大，
但因操作量尚小，對實質改善
流動性狀況幫助有限，只能是
預期不會爆發嚴重的流動性危
機。

還有業內人士指出，在啟用
逆回購之前，央行已通過窗口
指導等方式對貨幣市場利率進
行調控，央行對回購、拆借利
率的開盤價及盤中價都有「指
導」，如果價格報高，就會受
到批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人民銀
行 時 隔 半 年 啟 用 逆 回
購，緩解了市場對流動
性緊張的憂慮。滬深A股
昨先抑後揚，券商為首
的權重板塊集體反彈，
上 證 綜 指 雖 未 能 收 復
2,000點，但終結了四連
跌的走勢，報收於1,990
點，漲13點或0.70%，成
交661億元（人民幣，下
同 ）； 深 成 指 報 收 於
7 , 7 3 0 點 ， 漲 6 1 點 或
0.80%，成交915億元。

昨早盤兩市高開後隨即下探，滬綜指最低
見1,965點，隨後以券商為首的權重板塊集體
復甦，兩市股指直線反彈，但未獲成交量有
效配合，上證綜指在2,006點遇阻回落，午後
兩市窄幅震盪至收盤。與主板走勢向背，創
業板續回調，指數一度跌破1,100點關口，收
報1,124點，下跌1.13%。

兩大消息增市場信心

昨天對市場提振最大的消息是：央行通過
7天期逆回購操作向市場注入170億元。這也
是繼2月7日以來，央行首次重啟逆回購。由
於另外有到期的850億元央票，本周公開市
場有望實現淨投放1,020億元。央行終於選擇

避免流動性過緊給市場造成重大衝擊。此前
由於財稅繳款、大行分紅等原因，本周銀行
間資金面再度吃緊，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
率再度普漲。

另外一條重要消息是，央行周一晚間宣
布，自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
率管制；不過，個人住房貸款利率浮動區間
暫不作調整。分析人士稱，此舉傳遞中國政
府穩增長信號，去槓桿化、利率市場化將是
大勢所趨，一定程度上有助抑制投資套利活
動，貸款意願強烈的企業特別是民企，將更
容易獲得資金支持。銀行的高利潤在一段時
期內將被抹殺，這對銀行股構成中長期的利
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奢侈品牌
Coach（6388）昨公布截至今年6月29日止第
四財季業績，其銷售淨額為12.2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11.6億美元增長6%。而截至6月29
日的整個財政年度，銷售淨額達50.8億美
元，按年增加7%。未計特殊項目前全年淨收
入10.3億美元（約79.8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
微減0.4%，每股攤薄盈利3.61美元。毛利按
年升6.6%至36.9億美元，每股基本3.66美
元，按年升1.6%。

中國銷售增速最快

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Lew Frankfort指，期內
購回馬來西亞及韓國的零售業務，令2013年
財政年度男士業務零售銷售額增長約50%至
逾6億美元，惟對北美地區的女士手袋及配飾
業務表現不太滿意。又指中國續成該公司增
速最快的市場，銷售額增長40%至約4.30億

元。
於第四財季北美地區的銷售總額由上年同

期的7.81億美元增長6%至8.25億美元，全年北
美地區的銷售總額由上年同期的33.2億美元增
長5%至34.8億美元。第四財季國際銷售額由
上年同期的3.62億美元增長7%至3.86億美元；
按 定匯率計算，銷售額同比增長17%；由
於日元偏軟，日本的銷售額折合成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少15%。

截至6月29日止，公司在北美地區共有351
間零售店和193間廠家直銷店；在中國地區新
增8間門店（全位於中國大陸)，使中國地區
門店總數增至126間；在日本方面，Coach新
增7間門店，直營店總數增至191間。

另外Coach公布，公司總裁兼營運總監
Jerry Stritzke將於9月2日離任，北美集團總裁
Michael Tucci亦已知會公司，將於2013年8月
30日離任。

■北控以82.22億元向北控集團購入中國燃氣22.01%股份。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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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通過7天期逆回購操作向市場注入170億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