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分銷業務核心經營溢利亦
大跌53%至550萬美元，而拖累

去年業績的美國分銷業務LF USA，今
年仍佔總營業額50%。利豐主席馮國
綸指，扭轉LF USA業務已成為該公司
重要任務，去年已逐步結束大部分增
長潛力差，表現欠佳的品牌業務，會
持續優化品牌組合。由於結束了部分
品牌業務，LF USA總營業額較去年同
期輕微下降5%，其架構改組則按計劃
於今年底完成。

部分大客出口訂單增雙位數

不過，馮國綸透露，今年出口訂單
不俗，部分大客有雙位數增長，惟現
時大客戶訂單已無年初「咁勇」，主要
受美國GDP由首季2.5%回落至1.7%水
平，且一季度天氣不佳令銷情減慢影
響。但有客戶反映踏入6至7月開學前
消費季節表現不俗，將有利於集團明
秋訂單表現。而明春訂單則仍需待今
年冬季客戶才會下單。

集團又指，美零售市場競爭仍激
烈，毛利率將持續受壓，部分零售客
戶對今年冬季銷情持審慎態度，LF
USA第四季度的實際付貨量仍存不確
定性。

集團總裁兼行政總裁樂裕民則表
示，LF Europe及LF Asia業務繼續保持
良好趨勢，當中LF Europe業績佔分銷
業務網絡營業額的22%，上半年仍主
要依靠表現較佳的英、德市場，部分

如西班牙市場表現不濟，但預期全年
表現會優於去年。

採購重心已增至其他國家

期內集團貿易業務核心經營溢利微
升1%至2.035億美元，當中採購業務部
分，中國、孟加拉及越南三國佔整體
貿易業務逾70%，而中國獨佔集團貿
易業務的56%。被問到會否將採購重
心由中國轉移至其他成本較低國家
時，樂裕民指，現時已把採購重心增
至其他國家，惟周邊國家雖同樣以低
人工成本與中國競爭，但如孟加拉、
越南每年工資加幅亦達雙位數，以及
有通脹壓力，故未來三年亦未會大規
模轉移。

外間一直憂慮會否再有客戶不與公
司續約，馮國綸指，雖有部分客戶改
作自組採購團隊，但目前客戶業務規
模與購買力都較集團為細，故不憂慮
問題。

自然增長為主 無融資需要

對於公司未來的增長動力，馮國綸
指，美國漸見復甦將有利美國業務表
現，惟未會急速回轉。公司以往積極
併購，但今年將以自然增長為主，公
司現金流達2.17億美元，故現無融資需
要，亦未有新投資項目，會以辦好現
有項目為先。採購業務方面，歐洲及
亞洲表現仍不俗。

而去年LF Logistics大幅增長，核心經

營溢利升56%至1,410萬美元，營業額
及總毛利亦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37.2%
和25.1%，當中逾90%營業額來自亞洲

地區。雖然業務佔公司盈利比例仍
低，但增長快速，將成為公司新增長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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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08月13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6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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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豐核心多賺1%遜預期
歐美情況好轉 LF USA架構改組將年底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去年嚇窒市場的利豐(0494)昨收市

後公布中期業績，再次遜於市場預期，中期核心經營溢利只微升1%

至2.23億美元，股東應佔溢利更大跌69%至9,600萬美元，每股基本

盈利9港仙，較去年同期跌70%，派中期息15港仙。利豐指，儘管

歐美經濟前景仍不確定，但情況較先前好轉，公司正按部就班回到

2011年獲利水平。而在公布業績前，利豐收升1.35%，報10.54港

元。

馮國綸：諗緊新三年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今年新股
消息不絕於耳，今日派季績的「股王」騰訊

（0700），昨傳出分拆即時通訊社交應用軟件
微信的業務上市，雖然騰訊隨後否認傳聞，
但無礙該股股價造好，昨收升0.71%，至370
港元。

據《中國日報》昨引述知情人士稱，騰訊
計劃將旗下微信分拆到新加坡上市，消息人
士並指，騰訊已在新加坡設立辦公室，負責
此次上市。原計劃上市地點為香港，不過，
礙於同一市場上市會產生較多問題，故放棄
在港上市，轉為落戶新加坡。不過，騰訊發
言人隨後否認傳聞，回應稱不知道消息來
源，並指分拆消息不實。微信擁有超過7,000
萬名用戶，惟目前還未盈利。

水貝珠寶擬雙幣單股上市

美國經濟復甦帶動亞洲出口業，有傳部分
港資物流公司計劃上市集資拓展業務。有消
息指，伽瑪物流（8310）擬以配售形式在創
業板上市，集資額少於1億元，今日起路
演，預期8月底掛牌。

另有指嘉里（0683）將在年內分拆嘉里物
流上市，集資5億美元（近39億港元）。此
外，據悉日本城已遞交上市申請，擬集資5
億元，最快9月進行推介，安排行為中銀國
際。另外，水貝珠寶計劃以雙幣單股形式上
市，市傳最快明日（15日）進行上市聆訊，
集資4億至5億元人民幣。

意大利M&G預期10月招股

外資企業方面亦有新股來港，有指已於7月繳交上市
申請的日本數碼維修旗下亞洲網上結算服務商econtext
ASIA，將在第4季來港上市，集資1億美元，並已聘任
大和作安排行。另外，從事汽水飲料包裝物料生產的意
大利M&G Chemicals被指已申請在港上市，預期10月招
股，計劃集資5億美元。

創維推遲分拆創維光顯

另外，創維數碼(0751)昨發通告指，公司決定推遲分
拆附屬公司創維光顯科技在港獨立上市的計劃。公司表
示，在再次考慮創維光顯科技的業務需要後，決定將分
拆計劃推遲，以待創維光顯科技進行業務重組。公司又
指，將在有需要時，再發出以目前或經修改形式，重啟
有關分拆上市計劃的進一步公告。該公司於3月11日公
布，擬分拆創維光顯上市。創維光顯主要從事研發、生
產、組裝及銷售液晶顯示模組(包括電視模組及移動電
話模組)及其他相關產品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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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建行
（0939）行長張建國在接受《中國金融時報》
訪問時表示，該行下半年將積極拓展海外
業務，統籌發展海內外市場，拓展收入渠
道，並大力發展私人銀行、投資銀行、電
子銀行以及消費金融等戰略性業務。

大力發展私銀投行等業務

張建國表示，按目前事態發展，估計今
後一段時間內地經濟增長常態將維持約
7%，該行下半年將仍在綜合化經營上利用
子公司資源，妥善經營租賃、保險、信
托、投行等跨界業務，並拓展創新融智型
中間業務服務，以降低對融資型服務收入
的依賴程度。而面對人民幣國際化及互聯

網金融冒起，該行將大力發展交易金融等
新型業務，加速發展電子銀行業務，並加
快全球經營網絡布局，以提升海內外一體
化競爭能力。

30億人幣資產證券化獲批

他亦指，該行已推出4項利好盤活存量的
措施，包括在有保有壓方面加快退出嚴重產
能過剩的行業，以及加快資產證券化產品發
行等。以期將停留在低效部門或環節的資金
轉出，投向具經濟合理性的高效領域，讓存
量資金流動，加快周轉速度，提高資金使用
效率。據悉，建行首批試點30億元人民幣資
產證券化已獲得監管部門批准；上半年累計
投放人民幣貸款2.2萬億元。

建行將積極拓海外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被譽為「基金中的基金」的惠理集

團（0806）老貓燒鬚，昨公布的中期純利僅得334.8萬元，按年大跌
96.3%，每股基本盈利0.2仙，不派息。雖然業績表現差強人意，但
昨日惠理股價卻升0.14元或3%。

惠理指，業績大倒退，主要受累投資物業重估收益大減，以及
初投資本及於旗下基金的投資錄得公平值虧損淨值影響。期內，
投資虧損總額為1.018億元，但於7月底有關投資虧損已減少3,670
萬元。公司稱，撇除公平值虧損淨值，旗下的基金管理業務仍然
穩健，集團的經營利潤（未計算其他收益/虧損）升42%，至1.261
億元。

銷售淨額42.89億增6.8倍

公司行政總裁謝偉明指，純利雖大跌，但公司仍錄得強勁的銷售
淨額5.53億美元（約42.89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6.8倍，亦抵銷
基金負回報4.74億美元。

惠理純利大跌96%  股價反升3%

香港文匯報訊

經歷了前一交易日
的放量上攻之後，
A 股 昨 日 窄 幅 整
固。上證綜指盤中
2 , 1 0 0 點 失 而 復
得，尾盤與深證成
指同步小幅收升。
前日領漲大盤的煤
炭板塊，昨日則逆
勢小幅下跌。

上證綜指連升3日，昨收報2,106點，微漲0.23%，再創近兩
個月以來收市新高。深證成指收報8,362點，漲0.07%。與前日
超過2,400億元人民幣的總成交相比，昨日滬深兩市成交有所
萎縮，共2,032億元。

分析師指出，雖然昨日大盤創下近兩個月高點，但投資者
短線思維仍佔上風，昨日有不少獲利盤出逃，所幸鋼鐵、水
泥、建材等板塊走勢較強，令滬綜指守住前日漲幅，在2,100
點附近強勢震盪。

短炒為主 高位惹回吐

華泰證券分析師周林指出，經濟是否已見底，大家心中沒
數，所以目前短線思維的人比較多，昨日的市況顯示明顯有
人在出貨。他指，近兩日的走勢來看，有大量資金從之前的
中小盤股熱點轉向周期股。不過大盤反彈勢頭能持續多久尚
不清晰，因此建議投資者不可戀戰，或可關注近期漲幅不大
的個股，等待補漲機會。

滬深兩市昨超過1,500隻交易品種上漲，明顯多於下跌數
量。不計算ST個股和未股改股，兩市近30隻個股漲停。市場
缺乏明顯熱點，建材、紡織服裝、運輸物流、電氣設備走勢
相對較強，整體漲幅超過1%。有色金屬，以及前一交易日領
漲的煤炭板塊表現較弱，不過跌幅十分有限。

A股3連揚
資金湧周期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連升第四日，
成交亦大增至昨日的731億元，顯示資金正流入大市

「掃貨」。投資者繼續青睞中資金融股，令該板塊聯
同本地地產股合力將大市推升， 指收報22,541點，
升269點或1.2%，指數突破保歷加通道頂部（22,499
點），反映投資氣氛熾熱，上升股份達823隻，期指
也轉炒高水。全日有67隻熊證被回收，但博大市回

吐的淡友並沒放棄，流入 指熊證的資金有所增
加，相信後市更波動。

中資金融股續俏 國指返萬關

國指升幅大幅拋離 指，全日勁升2.6%或257.5點
至10,185點，是兩個月以來再度重返一萬點大關，主
要因資金繼續追入大落後的中資金融股，H股金融
指數再升3.72%，十大成交股份有7隻是中資金融
股，可見市場對該板塊接力炒上已達成共識。民行

（1988）及招行（3968）飆5.3%及7.2%，重農行
（3618）、信行（0998）及農行（1288）分別升
5.65%、4%及5.56%，太保（2601）及平保（2318）
亦升5%及2.35%。

本港地產股也被追落後，新世界（0017）升
4.1%、信置（0083）升3.3%、新地（0016）升
1.5%、 地（0012）升1.6%。不過，耀才證券研究
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大市今番升浪有點「無厘
頭」，在市場早預期內銀股業績強差人意下，內銀股
卻被炒作，不排除有大戶玩「兩手策略」，在業績前
先炒起該板塊，待正式公布業績後便反手造空，順

便「唱衰」，一升一跌下賺盡散戶血汗錢。
永豐金融研究部主管涂國彬亦認為大市目前走

勢，未必是好現象，他指據過往經驗，追落後炒作
大多無以為繼，雖然技術上令大市短線走勢明顯改
善，但內銀股及資源股本身缺乏良好業績支持，不
排除往後會「打回原形」，他料 指將於現水平整
固，惟後市仍擺脫不了上落市格局。

內房水泥股炒起 資源股輪動

再次傳出內地加快改造棚戶區，內房股及水泥股
亦見急升，合景（1813）大升9%、合生（0754）升
7.46%、龍湖（0960）升6.5%、遠地（3377）升
6.77%、潤地（1109）亦升6%，山水水泥（0691）
升7.78%、潤泥（1313）升6.5%。

煤炭股續炒作，中煤（1898）、神華（1088）及兗
煤（1171）分別大升6.85%、4.5%及3.5%。另外，頁
岩氣股宏華（0196）突然飆升18%至2.68元，成交達
3.34億元，安東油田（3337）也升5.14%，證券經紀
相信，煤炭股大升一輪後，或由近期已從高位大幅
回吐的頁岩氣股接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以往年年提三年計劃的利豐（0494），
在今年初已表明放棄至2013年的三年計劃，主席馮國綸昨再明言，雖然
自己已「諗緊」2014年至2016年的三年計劃，亦有好多創意，但一切仍
言之尚早，現以追回2011年高峰為目標，因以往表現太好，要收回失地
亦非易事。

現目標追回2011年高峰

馮國綸指，目前正在擬定下一個三年計劃，細節尚未能透露。但以全球
經濟增長分布來看，預計未來美國佔營業額比重將下降至50%，歐洲及亞
洲則提升至50%。以利豐中期營業額91.20億美元，美國佔比仍達六成，歐
洲約18%，亞洲14%，其他地區7%。

利豐在2011年時為未來三年訂下核心經營溢利於2013年達15億美元，貿
易業務、物流業務及本土業務預期分別貢獻7億美元、1億美元及7億美元
的目標。但公司在3月時已放棄核心經營溢利目標。

港股4連升 成交731億有鑊氣

■馮國綸（左）稱，扭轉LF USA業務為利豐重要任務。旁為樂裕民。 張偉民 攝

■港股昨升269點，連續第四日上升，成交亦大增至

731億元。 中通社

■A股昨窄幅整固，上證綜指2,100點失而

復得。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