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2 ■責任編輯：宋嘉琪 2013年8月7日(星期三)聞新文匯財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由於受
市場激烈競爭及庫存降解活動影響，安
踏體育(2020)中期純利按年跌18.7%，至
6.26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基本盈利
為0.25元；派中期息19港仙。公司主席丁
世忠表示，內地體育用品市場仍面臨很
大挑戰，但相信安踏最壞的時期已過
去，公司的庫存與銷售比率已回復正常
水平4.5%-5%。

期內，營業額下跌14.4%至33.7億元，
毛利率較同期輕微下跌0.7個百分點，至
41.1%。丁世忠表示，今季毛利率輕微下
跌，但比去年下半年則有所改善，預期
能夠保持平穩。公司的庫存與銷售比率
已回復正常水平4.5%-5%。

庫存銷售比重回正常水平

對於存貨周轉天數比上季增加8天，丁
世忠回應指，整體庫存還是比較可控，
公司會在不同季節作出相應調整。2014
年首季度訂貨金額首次增長，丁世忠認
為這反映了清理庫存，推動零售變格和
提高商品利益的政策效果不俗。他期望
來年繼續優化各項資源，包括整合零售

店舖，關閉效率較低的門店及改善店舖形象；調整
零售商的訂單，因應市場轉變向他們提供指引，以
減低存貨過剩和大幅打折的潛在風險。

面對內地消費增長放緩，丁世忠坦言來年的內地
體育用品市場仍面臨很大挑戰，但安踏最壞的時期
己過去。對前景表示樂觀，城鎮化的推動和體育運
動的普及有利體育用品增長。例如下年在天津舉行
的東亞運動會，相信會為公司下半年帶來可觀增
長。佔95%的內地業務仍然是公司主要目標市場，
面對營運成本高企，公司將工廠往內陸城市如安
徽、河南等降低人力成本，雖成本上漲但目前未有
加價打算。公司亦計劃擴大海外如東南亞、東歐等
市場，以提升公司國際形象作長遠發展。

舖租拖累利亞賺少42%

電盈多賺2.4%派息6.35仙 沃爾瑪助女性站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利亞零售(0831)昨
公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的中期業績，期內純利錄
得6,014萬元，同比跌42%。在撇除於去年出售物業
之一次性收益，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減少7.7%。公
司指，跌幅由於租金及勞工成本上升，令店舖經營
開支佔營業額由25.8%上升至26.4%，於去年下半年
在廣州及深圳開設多家新店仍處於投資期拖累表
現。每股基本盈利下跌42.4%至8.12元，派中期股息
3.8港仙外，另派發特別息每股40港仙，合計每股共
派43.8港仙。

公司於期內之營業額按年上升7.4%至21.7億元，
OK便利店業務之營業額增加7%至17.39億元，而香
港及華南地區之可比較同店銷售額分別增長6.2%及
10.1%。聖安娜餅屋業務之營業額增長9.1%至4.69億
元，而香港之可比較同店銷售額上升3.9%。公司表
示，會繼續搜尋業務拓展及收購機會。

勞工成本增雪上加霜

公司行政總裁楊立彬指，公司業務受到全球經濟
復甦緩慢和消費意慾減弱的影響。而本地零售租金
仍然高企，加上零售業對勞工的需求殷切以及最低
工資上調，均令勞工支出持續上升，今年上半年的
總員工成本同比上升12.6%至3.82億元。公司預期香
港業務將因低失業率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穩步增
長，並將繼續受到店舖續租和聘請前線員工競爭激
烈的挑戰。

另外，內地業務方面，公司預料內地經濟增長放
緩和消費意慾減弱將會持續至下半年，對今年下半
年抱持審慎態度。因此，估計廣州業務的可比較同
店銷售額將難以如過去幾年維持雙位數增長。

港6月出口內地黃金少12%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6月份香港

對內地的黃金總出口為111,718公斤（111.718噸），
按月跌12%；月內自內地進口的黃金總量按月亦大
減六成。

據統計處網頁刊載數據，6月由香港出口往內地的
黃金數量為6,249公斤，轉口至內地的數量為105,469
公斤；5月份分別為9,209公斤和117,740公斤。

月內自中國進口的黃金數量為7,151公斤，5月為
18,168公斤。6月份由香港淨流入內地的黃金總量為
104,567公斤，比5月的108,781公斤減少3.9%。

千百度簽兩品牌分銷
香港文匯報訊 千百度（1028）昨宣佈，旗下南京

美麗華與內地女鞋生產商東莞高階貿易公司訂立分
銷協議，代理分銷東莞高階旗下的「FRENCH
CONNECTION」品牌產品。同時，南京美麗華亦
與United Nude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屬公司廣州拉古納
訂立分銷協議，以分銷「UNITED NUDE」品牌產
品。

■左起：安踏執行董事兼首席運營官賴

世賢，執行董事兼品牌總裁鄭捷，主席

丁世忠，首席財務官兼副總裁凌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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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內地和香港積極推動H股上市
事宜的多位官員，昨日均出現在

港交所的誌慶儀式上。其中以中證監首
任主席劉鴻儒，和港交所前主席李業廣
最引人注目。除此之外，6家首批於
1993年來港上市的H股公司，也均派高
管或代表出席了儀式；該6家公司分別
是青島啤酒、上海石油化工（0338）、
北人印刷機械（0187）、廣州廣船

（0317）、馬鞍山鋼鐵（0323）和昆明機
床（0300）。

港上市助中企與國際接軌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致辭時表示，
中國已成為資本大國，現時正在進行一
系列改革，而香港又一次站在中國發展
的前沿。在接下來的發展過程中，香港
的作用不再局限為資本輸入及股權上
市，還將成為內地市場國際化的窗口，
及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資本市場發展的
橋樑。他又稱，「香港市場永遠給內地

一個選擇」，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內地H
股來港上市。

周松崗也表示，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集
資，是內地與香港合作的重要成果，為
內地及香港的經濟皆帶來莫大益處。一
方面內地企業能透過在港上市籌集國際
資金，加速了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並提
升業務運作至國際水平。另一方面，內
地企業來港上市令香港市場的股份種類
變得更多元化，並壯大了本地金融市場
的規模，令香港成為領先國際金融中心
之一。

劉鴻儒則表示，H股的產生和發展，
集中體現了內地和香港金融界人士的智
慧，是兩地資本市場發展史上的里程
碑。中證監國際合作部主任童道馳表
示，H股公司在香港扮演了越來越重要
的角色，目前市值約5萬億元，若再加
上中小紅籌公司，所有內地公司已佔港
股市值的一半以上，日均交易量更佔比
達6成以上。多年來香港的IPO融資量

一直雄冠全球，H股公司也作出了重要
貢獻。

首批上市青啤登世界第六

青島啤酒作為首個「吃螃蟹者」，昨
日也受到不少傳媒關注。董事長孫明波
稱其心情「非常興奮和激動」，當年公
司之所以選擇來港上市，是因為公司計
劃走出中國走向世界，需要有一個國際
化的資本市場，「香港是個開放市場，
在香港上市就是和國際接軌了」。他指
青啤來港上市後，在融資渠道、公司治
理、國際接軌和國際競爭力方面都得到

大幅提升，已成為全球第六大啤酒生產
商；對青島啤酒的品牌推廣也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20年來實現了我們的目
標」。今後將繼續利用香港平台，進一
步提升資本結構，並在此平台上和全球
投資者、分析員加強溝通，保持良好關
係，更好地治理公司，將之打造成全球
最著名的中國品牌。

其他參與儀式的還包括署理財庫局局
長梁鳳儀、財庫局常秘（財經事務）區
璟智、證監會主席唐家成、證監會行政
總裁歐達禮及20年前曾參與H股上市的
中介機構的代表。

昨慶H股上市20周年 財金猛人雲集

港交所年底開壇吸內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自青島啤酒（0168）於1993年來港

上市，成為首隻H股後，彈指一揮間，H股在香港已經發展了整整20

年。港交所（0388）昨舉行「H股上市二十周年誌慶儀式」，財金界

猛人雲集。主席周松崗指出，H股上市為內地企業融資提供了機會，

幫助其改善營業及管治情況，同時亦加強香港資金市場的深度及闊

度，令香港成為更有力量的國際金融中心。他強調，未來香港市場要

掌握兩大方向，第一是人民幣國際化，第二是內地資金流向國際金融

市場；港交所將於今年第4季舉辦大型研討會，探討香港和內地未來

合作的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阿里巴巴集團來港
上市計劃可能受阻於股權架構問題，受到投資者廣泛
關注。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出席H股20
周年活動時對此回應稱，這是假設的問題，應在假設
出現時再討論，「香港有自己非常成功、完善的法律
體系，我們會繼續跟進這件事情」；又稱自己「非常

歡迎、非常希望阿里巴巴來港上市」。至於具體時間
表，則由企業本身而非港交所決定。

企業監管會一視同仁

被問及中金再生（0773）涉偽造賬目問題時，李小
加指，任何企業出問題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每個企
業都會有具體的問題。他稱，香港的管治沒問題，香
港證監會、香港的整體法律環境和法律制度都是非常
健全的，「我對此充滿信心，所有個案問題最終都會
得到圓滿的解決」；又強調，企業管治是全球問題，
不僅僅是香港的問題和內地企業的問題，美國和歐洲
企業也都有管治問題，「作為監管者要一視同仁」。

港交所主席周松崗也表示，港交所一直在審批和監
管方面做工作，包括提高保薦人和會計師的要求、集
資披露資訊方面的要求，以及加強內幕交易監管等，
以謀求將香港金融中心的質素進一步提高。

對於LME訴訟事宜，李小加稱該訴訟沒有任何根
據，港交所會進一步跟蹤，「做法律程序中一切需要

我們做的事情」。之後又笑稱「我們不去評論它，但
會積極抗辯，美國反正天天有人告」。

LME訴訟毫無根據

另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也在出席同
一場合時，被問及 QDII 及 RQFII 的發展，她回應
稱，內地正循序漸進開放資本賬，相信開放個人層面
的QDII是必經之路，人民銀行及中證監將會繼續研
究相關議題，只要內地專業投資者符合門檻，便可試
點形式投資海外，包括在港個人理財。她又指，兩地
現正在研究基金互認安排，認為在適當時候如人民幣
資金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或會開放內地投資者來港投
資。

對於每日兌換人民幣2萬的上限能否放寬，梁鳳儀
稱，現時正在與內地協商，業界和投資者都有調高上
限要求，但她認為人民幣兌換上限問題對實際投資影
響不大。至於華潤電力（0836）事件，她拒絕評論，
認為這只不過是個別事件。

李小加：歡迎阿里巴巴來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電盈（0008）昨公布6月底止中期
業績，純利同比增長2.39%至8.56億
元。每股盈利11.79仙，派中期息
6.35仙。該股昨績前收報3.58元，升
0.562%。

核心EBITDA增加7%至39.36億
元；計入盈大地產（0432）的綜合
EBITDA增加3%至39.46億元。核心
收益增加16%至128.15億元，計入
盈大地產4.99億元收益後，綜合收
益增加12%至133.14億元。

now TV客戶增至120萬戶

按業務分類計，期內香港電訊
（6823）收益增加14%至110.71億
元，EBITDA增加3%至38.39億元。
媒體業務收益增加3%至12.99億
元，EBITDA增加3%至2.23億元；

客戶總數淨增加3.9萬名至120.4萬
名 ， now TV每 戶 平 均 消 費 額

（ARPU）由172元增至174元。
企業方案收益增24%至13.93億

元，EBITDA增長29%至2.17億元；
截至6月底已取得訂單價值52億
元，同比增長4%；雲端計算相關服
務佔比由去年同期3%上升至10%。
此外，債務總額對資產總值比率，
由去年底53%上升至59%。

截至6月底，資本開支為11.95億
元，較去年同期9.22億元有所增
加。其中香港電訊約佔85%，較去
年同期佔92%下降。期內主要開支
為擴大及提升網絡，以滿足市場對
高速光纖寬頻服務、流動通訊服務
以及國際網絡的需求，而其餘開支
主要給予企業方案業務作數據中心
擴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在全球
各地，女性擔任要職愈常見，在香港也有
愈來愈多的女性擔任管理層的崗位。然而
沃爾瑪(Walmart)亞洲首席執行官兼總裁貝
思哲(Scott Price)在香港舉行的沃爾瑪「全
球女性經濟自立計劃」發佈會上就指，礙
於亞洲的文化和傳統，即使是日本這個已
發展的國家，仍然有很多女性無論在就業
和教育待遇上仍與男性存在不平等的差
異，「女性主管在日本只佔1.1%，更有
60%的女性在同一個職位上的薪酬比男性
的薪酬低。」

賺女人錢先助她經濟自立

他續指，女性佔沃爾瑪全球顧客近
80%，「當企業建立在女性市場之上的時
候，我們怎可不協助這些有需要的婦女
呢。」所以，沃爾瑪把協助女性經濟自立
訂為其首要的目標，在亞洲的國家就包括
中國、日本、孟加拉和印度等。未來希望
在各個市場培訓2萬6千名工廠女工和50萬
名女農民，協助她們提高收入。

貝思哲指在西方國家，上大學的女性已

經比男性要多，而且亦有愈來愈多的女性
管理層出現。「由於經濟發展的影響，男
女的工作比例已經慢慢變得平均，這個將
會是一個趨勢，而這個轉變也是必然
的。」

拓內地市場3年增百分店

另外貝思哲指未來沃爾瑪的目標是在3
年內於中國內地再開多100間分店，並一
直在找尋可行的拓展機會，惟香港相比起
其他市場，已存在不少成熟的競爭對手，
所以開設分店的機會較微。

光大中期賺6.5億增7%

貴州前省長任港企獨董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光大國際（0257）昨日公布截至
2013年6月30日止中期業績，錄得
股東應佔盈利6.50億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7.45%，每股基本盈利
16.08港仙，派中期息3.5港仙。業績
報告指，期內集團繼續積極推進環
保能源、環保水務、新能源三大業
務範疇，並 力開拓環保工程、環
保科技及環保設備製造等新的業務
板塊，逐步完善產業鏈條，實現了
公司的戰略佈局。期內環保及新能
源業務的營業額達24.66億港元，同
比升78%，建造服務收益佔59%，
運營服務收益佔27%，財務收入佔
14%。

落實73個環保項目

報告又披露，集團期內已落實環
保項目共73個，總投資額約178.48億
元（人民幣，下同）；已竣工的項
目投資額約94.14億元；在建項目的
投資額約31.99億元；籌建中的項目
投資額約52.35億元（扣除暫緩建設
生物質能發電項目則為39.34億元）。

集團共有22個垃圾發電項目，5
個工業及危險廢棄物填埋項目，及
1個危險廢棄物處理項目，總投資
約112.56億元。設計總規模為年焚
燒生活垃圾約728萬噸、年上網電
量約21.4億千瓦時，年工業及危險
廢棄物處理量約21.5萬立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徐江霞 貴州報

道）近日，上市公司中國重汽（香港）有限
公司聘任貴州省原省長石秀詩、山東省原
省長韓寓群、國稅總局原副局長崔俊慧等
為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消息引起網友及
媒體的關注，被認為不符合《公務員法》。

據了解，石秀詩、韓寓群從退出省長的
時間算起已經超過3年，但從兩位在全國
人大的任職時間算起，他們退休的時間尚
未滿3年。按照內地《公務員法》第102條
明文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

的，原係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3年
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
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
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
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蘇中興副教
授對此表示，企業聘請退休官員擔任獨立
董事原因可能在於「名人效應」，這種做
法可以在短期內提高企業的社會關注度。
官員的聲望和積累的人脈關係可能會對企
業的發展有好處。

■李小加指不擔心LME捲訴訟。 張偉民 攝

■沃爾瑪亞洲首席執行官兼總裁貝思哲。

蔡明曄 攝

■青島啤酒董事長孫明波（左）接受港交所禮品。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