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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09月17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5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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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自找鎖匙開CEPA小門

大華銀行：不會輕易撤資

助內地搞好自貿區 港從中得益

貿發局：港全年出口增4%
三季度出口指數跌 採購情緒仍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貿發局指出，由於外圍環境挑戰重

重，第三季度香港出口指數僅錄得42.1，較第二季環比大跌11.3，顯

示短期內企業對本港出口缺乏信心。採購指數也下跌7點至58.8，但除

了鐘錶業外，所有行業的指數都高於50，反映採購情緒樂觀。貿發局

研究總監關家明表示，這顯示港企的「信心」與「實際表現」有偏

差，相信本港的出口前景並不悲觀，今年全年仍可增長4%。

貿發局公布由其編制的出口指數報
告指，第三季港企對出口的負面

情緒彌漫所有主要行業，其中玩具和鐘
錶業的指數最低，分別僅為34.9和37.7，
機械和珠寶的信心指數相對較高，分別
為47.2和46.2，但仍低於50的分水嶺。

短期出口內地和日本將收縮

出口商對各主要市場的信心一概轉
弱，特別是中國內地和日本的指數，也
都跌到50以下，分別為47.8和46.7，顯示
短期內本港對內地和日本的出口將會收
縮。不過採購指數比較樂觀，顯示港企
預料投入成本上升，或會補充更多原材
料或貨品以備日後所需。其中玩具業的
指數最高，達62。

負面情緒籠罩 第三季數據弱

關家明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第三季
出口指數下滑，主要是受全球貿易疲弱
影響，由於美國退市，內地經濟前景也
不明朗，導致港企對包括內地、日在內
的市場和多個行業均出現負面情緒，估
計未來一段時間歐美經濟僅會「略為穩

定，不見得特別好」，港企的情緒將會
相當反覆，總體貿易情況不容樂觀。

失業率偏低 出口前景不太淡

不過，他之後又強調，出口指數去年
第四季曾跌至31.6，在目前的環境下，
該指數未跌到30水平已算表現不錯。事
實上7月份的出口增幅超過10%，表現較
6月好，採購指數也較樂觀，顯示港企
的「信心」與「實際表現」有偏差，加
上就業表現也穩定，失業率維持較低水
平，因此對全年的出口前景並不悲觀，
預料第三季的出口增幅雖然可能跌至4%
以下，但今年全年可保持4%的水平。

貿發局報告並指出，第三季的貿易價
值指數處於50的分水嶺，顯示受訪港企
對單價改變的看法大致中立，短期內未
能推動出口價值增長。離岸貿易指數則
由第二季的52跌至第三季的48.3，意味

短期內離岸貿易可能按季收縮。勞動
成本方面，第三季有62%的受訪港企表
示，內地的勞動成本有所上升，17%表
示升幅逾10%，但該兩個比例均較第二
季為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據外電報
道，越南創新連鎖餐飲企業「翠華」Huy
Vietnam近年業務於當地快速增長，公司表示
計劃於明年上半年進駐香港，目標是在3年內
於亞洲地區其他主要國家建立據點。公司聯
席創辦人、主席兼行政總裁輝日(KY Huy)表
示，考慮於2014年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以推動公司進一步增長。

Huy Vietnam剛完成350萬美元首輪融資，
資金來源為美國、韓國及新加坡的機構投資
者，將用於擴充其位於越南的連鎖餐廳分店
網絡，以及其設於胡志明市的中央廚房升級
工程。Huy Vietnam成立於2007年，目前以
Mon Hue及Com Express品牌經營旗下17家餐
廳；計劃於2013年底前在胡志明市增加5-8家
Mon Hue及Com Express分店，並於年內將擴
展版圖至河內。

天喔首日升16%  每手賺520元

天喔國際(1219)昨日掛牌，執董兼董事長林
建華於上市儀式上表示，任何行業都有競
爭，但指出公司已有20年的經驗，基礎良
好，相信只要找對發展方向，就可贏得市
場。他再次重申，公司未來會繼續擴大自有
品牌業務佔比。雖然內地經濟放緩，但8月份
的業務仍有增長，而部分銷售價格亦已提升
不多於10%，故不擔心會有影響。

財務總監林鏗表示，原材料成本控制方面
仍不錯，未來或會考慮因應市況而轉嫁至消
費者；廣告於銷售的佔比會隨 業務擴張而
上升，但會繼續保持於合理水平。又指公司
上市後雖仍有負債，強調至今年底會維持淨
現金流入正數，公司目前未有融資需要。但
未有透露未來的目標負債水平。

天喔昨日開市報3.26元，並一直上行，尾市
高見3.71元，全日收3.67元，較上市價3.15元

高16.5%，全日成交3.18億股，涉資10.9億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1,000股賬面賺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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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美國復甦，新興市場
屢傳走資，大華銀行外國直接投資諮詢部執行總監兼主
管張志堅指，各個市場均因美國退市而作出調整，惟公
司客戶進入東南亞市場屬長遠投資，該行亦看好東盟及
中國長線發展前景，故不會受市場短期波動影響，亦不
會輕易撤出已進入的市場。

他又指，今年4月於內地成立的外國直接投資部門，
為該行最大市場之一，業務已由千萬元增至以十億元
計，亦未見中國外國直接投資有下降趨勢。東南亞地區
雖有增長，唯中國仍是未來幾年最高增長地區。

該行行政總裁兼董事總經理葉楊詩明指，該行本港與
東南亞的業務量已增加了51%，期望未來三年倍增針對
有意擴展東南亞市場的駐港企業的跨境業務。

國際家居或超購逾百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據國際家居零售(1373)

承銷團消息指，該股認購反應良好，國際配售部分料超
購逾25倍，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逾100倍，根據回撥
機制，公開發售部分佔比將由10%提高至50%。由於認
購反應踴躍，料會以接近上限範圍定價。

於同日截止招股的中滔環保(1363)也錄得足額認額。
另一新股輝山乳業(6863)，截至周一已累計借出約9.73億
元孖展額，接近足額認購，估計是因受惠消費概念。由
於認購反應踴躍，料會以上限或接近上限範圍定價；及
基於反應良好，因此原於周三下午結束的國際路演將提
前至中午結束。

香港信貸(1273)市傳截至昨日已獲借出約1.71億元孖展
額，按該股公開發售部分集資額1億元計，已錄超購近
16倍；據悉其國際配售亦錄得超購。而早前曾因市況不
濟延遲上市的耐世特汽車，市場消息指昨日已重啟預路
演，估計短期內可開始招股，暫定集資額維持約2.5億
美元(約19.5億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羅兵咸發表的上半
年內地十大內銀業績分析報告指出，除不良貸款率
較高的農行（1288）略有降低外，內銀的不良貸款
餘額及不良貸款率普遍錄得雙升。在半年內，不良
貸款餘額合計增加9.43%至4,116.64億元（人民幣，
下同）；不良貸款率則上升0.02個百分點至0.95%，
當中5大內銀的不良貸款率升幅較少。大多數內銀已
加緊催收不良貸款，甚至為這批貸款撇帳，以紓緩
資產質素壓力。

羅兵咸中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部主管合夥人梁國
威表示，上半年內銀仍面對江浙一帶中小企資金斷
裂所帶來的不良貸款及逾期貸款，料下半年情況將
繼續發生，而當中一些潛在的不良貸款風險將在更
多地區暴露，料貸款量較多的廣東及福建一帶的不
良貸款情況有上升趨勢。

信貸資產質量下行惹關注
他指該行部分合夥人均預料今年內地經濟增長可

維持7.5%水平，認為不良貸款餘額及不良貸款率仍
會有所增長，但幅度不會太大及不具有震撼性。信
貸資產質量下行將影響銀行的盈利能力，情況需行
業關注。

上半年內銀逾期貸款加速上升，增加20.42%至
5,848億元，遠高於不良貸款餘額9.43%的增幅，是日
後潛在的不良貸款風險，但由於部分屬房貸的滯後

數據，加上有抵押貸款可藉抵押品抵銷受損情況，故未可過早
下定論。

利率市場化有助深化改革
中國金融服務部主管合夥人容顯文表示，上半年十大內銀

不良貸款餘額4,116.64億元，但相對整體近萬億的不良貸款撥
備，就算不良貸款餘額翻倍至8,000億元，在壓力測試下內銀
仍能夠抵受衝擊，故相信一般情況下內銀不會承受過多風
險。此外，中央促進利率市場化，對內銀資產負債及利率風
險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將可深化內銀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CEPA推出至
今已經有10年，本港業界在通過CEPA拓展內
地更大商機的同時，也均認為「大門已開、小
門未啟」情況存在。在昨日的總商會CEPA研
討會上，有企業明言，要自己找到開小門的

「鎖匙」解決問題。

冀可統一檢測結果指標
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董事趙麗娟表示，

CEPA的確為想進入內地的港商打開了大
門，然而還有很多小門未開，需要港商自己
找出鎖匙。她說，作為零售業，在內地其中
一個最大的阻滯就是檢測結果不一。並舉例
指，產品試過在廣州檢測完成合格後，把同
樣產品放到上海賣，上海當局做同一樣的實
驗，卻發現結果不合格，到最後只是賣了5對
鞋，卻被罰了50萬。「這樣的罰款，並不是
每間企業都有能力支付，希望未來，內地所
有地方都可以統一檢測結果指標。」不過，
她同時指出，該公司透過CEPA進入內地
後，相關業務單是交稅，就由2004年的幾百
萬元，變成現在要交過億，可見挑戰之餘仍
存在很大的商機。

趙麗娟認為內地做生意挑戰性十足，對當地
文化的認識十分重要，上到工商界、檢測局等
要有所認識，下至品牌建立和市場營銷亦同樣
重要，因為即使在外國多出名的牌子，在內地
也會無人認識。她對於自貿區發展抱正面態
度，但認為一切要看政策，也可能未必比
CEPA好。

怡和(中國)有限公司華南地區首席代表周肇
森就談到，「在內地遇到問題，最重要是溝

通，請有關當局教你合符法律下應該點做。」

望「一章通行」簡化程序
他說，「在未有CEPA 之前，一開始所謂在

內地找合作企業，就是找人分享你的利益，這
些合作單位最大的作用，就是幫你拿了個牌，
然後就坐定定分享利潤。」他說，到有了
CEPA 後港商可直接進入內地，然而當中申請
過程繁複，亦涉及與不同部門的溝通。「最希
望未來可以一章通行，現在申請程序和涉及的
部門繁多，如果可以一章通行，就可更簡化申
請程序。」他期待CEPA未來可使港商於內地
得到國民待遇，如現在內地的「7.11」連鎖店
仍然未如當地零售店般可售賣香煙，公司只好
引入可售賣香煙的經銷商在店內，令內地

「7.11」亦有煙賣，如港商有國民待遇便不存
在此問題。

周肇森認為，雖然進入內地的路仍然很困
難，但認為在食物安全的前提下，好的品牌仍
然有很高的效益，消費者亦都願意以較高的價
值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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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上海市和廣東省均
計劃籌建自由貿易區，業界關注香港是否會因此受到
影響。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表示，自貿區的概念剛
剛提出，目前仍未有具體政策出台，且不清楚全國將
會有多少個自貿區，故難以做出具體評論。但他指香
港可借鑒CEPA的經驗，幫助內地搞好自貿區，由此
促進內地經貿發展，令香港自身也從中受益。

粵港澳自貿區可借鑒CEPA

關家明昨日表示，某些地區推出自貿區，顯示中
央不僅希望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也希望在這些地
區進行更多開放的試驗，由於香港市場較內地開
放，與廣東和澳門組成粵港澳自貿區，可參考CEPA

的經驗，在服務業等方面「先行先試」並逐漸推廣
到全國，幫助內地促進經貿的發展。但他指，自貿
區概念仍有不少疑問，比如是否實行零關稅、是否
全部自貿區均實施相同政策等，均需視乎當地情況
而定。

兩地需多參與地區性組織

他又強調，從全球貿易的形勢來看，中國內地和香
港均需多參與地區性組織。他稱，如果排他性貿易集
團愈來愈多，會令內地的出口情況轉壞。特別是假如
內地無法加入一些大型區域貿易協定，例如跨太平洋
伙伴關係（TPP），情況將更加不妙，不僅對內地自
身的國際地位不利，香港亦會受到間接影響。

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也表示，雖然
中國內地曾經表示有興趣參與TPP，但最終會否落
實，以及落實的時間表仍是未知數。假如所有或大
部分來自TPP國家的產品均有資格享受美國的關稅
優惠，而內地卻被排除於協議之外，則出口競爭力
勢必面臨下降危機。

貿發局研究副總監（大中華區）邱麗萍則表示，
面對嚴峻的外貿形勢，內地需要繼續推進經濟結構
調整，增加內需比重，城鎮化有助於促進生產活動
及消費階層的擴大。她相信，內地二三線城市的數
目將迅速增加。不同級別的城市將組成超過20個城
市群，發揮經濟聯繫和互補功能，推動不同地區實
現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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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發局出口指標
12年第四季 13年第一季 13年第二季 13年第三季

貿發局出口指數 31.6 49.5 53.4 42.1

電子產品 31.5 50.4 56.3 42.1

服裝 29.5 42.1 39.2 41.7

玩具 31.9 50.7 44.7 34.9

珠寶 35.6 34.8 49.5 46.2

鐘錶 35.1 45.2 46.2 37.7

機械 35.8 55.2 48.1 47.2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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