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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貿
發局早前公佈，上
月組織首個時尚產
品貿易代表團赴韓
國考察，由總裁林
天福率領約20名港
商到訪首爾、世宗
及仁川，先後會見
大韓貿易投資振興
公社（KOTRA）、
韓 國 投 資 推 廣 署

（Invest Korea）、韓
國 國 際 貿 易 組 織

（KITA）代表，並
參觀韓國最大化妝
品製造商的研發中
心及廠房，以及韓
國最大物流商的配
送中心。

為協助港商了解
當地的營商環境和
探索新機遇，代表
團成員亦參與該局
舉辦的商貿配對活

動，部分港商即場覓得合作
夥伴，計劃聯手於香港和韓
國兩地推廣產品。林天福
指，雙方有意繼續商討細
節，期望能在月內落實合
作。據知，其中一家服裝品
牌有意引入韓國流行品牌，
在香港旗艦店發售，計劃於
短期內在首爾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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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明曄）上海自由貿易
區日前掛牌，又引發港滬「雙城記」之說。九
龍倉集團(0004)副主席兼常務董事吳天海昨日
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上海自貿區的出現，正
好給予香港一個警惕。他指香港其實不停都受
到威脅，不論是5年前還是10年前，只是現在
所受到的威脅比以前更加大，只要稍微行得
慢，就會很容易被追上。「不論是上海、深
圳、新加坡還是東京，都是威脅香港的對手，
周邊對手其實每天都不停增值，若香港自己不
加把勁，反之將會不進則退。」

吳天海認為，雖然現時香港競爭力還算不
錯，但要保持地位，在各方面都需要進步，當
中包括在考慮社會各界利益的同時，也應加快
決定時間，當機立斷，並指出議而不決對香港
並沒有好處。他表示集團暫時未了解自貿區詳
情，所以未有計劃亦未知是否可進入。

本港內地投資五五比不變

關於九龍倉未來的投資方向，吳天海指，集
團由2007年起就已經作出轉變方向的決定，內
地資產比例已由當時的2%至3%升至現在的接
近40%。他講述當時已跟股東和當時的投資者
講得很清楚，目標是在5年後，集團的資產接

近一半會在內地。「我們在過去的5年，已在內地投放
了超過1,000億港元，但由於香港的資產升值更快，所
以在2012年尾這1,000億港元只等於整體資產的37%至
38%。然而未來集團的大方向和目標不變。」

雖然內地的投資大幅上升，但吳天海重申並沒有因此
而減少香港的投資，且舉例在去年就已在海運大廈投放
了80億。「未來會德豐地產和九龍倉主要的市場有3
個，分別是香港、中國內地和新加坡，而且不熟不
做。」在內地市場方面，他指集團已在15至16個城市有
相關地產的投資，也不會強求進入一線城市。並透露在
明年的1月14日，成都將有一個佔地為800萬平方呎的較
大型的項目，當中會有一個規模如香港海港城的200萬
平方呎商場，希望經努力之後，會得到如海港城般的成
績，並可以向股東作出交代。

踏入第四季，不少發展商推出新盤，身兼會德豐
(0020)副主席的吳天海指，會德豐亦計劃推出新盤，定
價將會跟隨市況。另外，他指對於和黃(0013)擬分拆屈
臣氏一事不作評論，因這是企業的商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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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購資產劃撥華創利原

上季樓按跌9.4%創六季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華潤創業（0291）繼
於8月公佈與英資樂購（Tesco）成立合資企業後，昨再
落實籌組合資企業詳情。樂購將向華創旗下利原，劃撥
零售業務及房地產物業，並向利原支付現金總額43.25
億元，換取利原20%權益，而華創則持80%權益。

另付43.25億元佔合營20%

據華創公告，樂購將有一次性權利於完成交易後的第
7年後的任何時間，要求啟動合資企業上市。樂購又有
權認購利原額外的5%股份，若華創不同意利原上市，
則有權購回樂購所持的全部利原權益，作價將按當時利
原的公平值釐定。

該合資企業將是華創及樂購的獨家平台，於大中華從
事大賣場、超級市場、便利店、現購自運業務及酒類專
賣店等多種類零售業務。而截至去年12月底，利原的除稅
後純利為2.86億元，於內地及香港經營超過2,986間店舖。

搶黃金周商機 六福新增33分店
香港文匯訊報（記者 黃子慢）六

福(0590)為把握今年十．一黃金周帶
來的機遇，公司於9月至10月初期
間，將有合共33間新店相繼開業，
令全球分店數目增至逾1,173間。公
司最新的香港分店已於9月中在九龍
尖沙咀開業。

而中國內地則新增設32間分店，
落戶於不同地區，其中包括公司現

專注發展的三線及較次級城市的市
場，計劃將於十．一黃金周前陸續
啟業，令內地分店總數增至1,117
間，覆蓋逾31個中國省份、超過250
個城市及自治區。

公司截至今年9月25日，於全球開
設逾1,162 間店舖，包括香港42間；
中國內地1,106間；澳門10間；新加
坡1間；美國2間及加拿大1間。

超購雖勁 香港信貸無肉食
香港文匯訊報（記者 黃子慢）香港

信貸(1273)挾超購412倍，昨日在港交
所(0388)主板上市，全日高位僅為1.17
元，收報1.03元，與招股價持平，捧場
客全數要蝕使費，最低更「潛水」，見
0.98元，成交1.88億股，涉及金額2.03
億元。

香港信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謝
培道於新股上市儀式上表示，資本
市場波動屬正常現象，對於股價下

跌不擔心；冀透過是次上市增加透
明度及投資者信心，加上私人貸款
市場發展空間仍大，故對未來業務
發展有信心。

他又指，雖然金管局收緊按揭審批
後生意確有增長，但未來仍會密切監
察樓市波動，並會做好內部措施，恆
常監察貸款質素，或會重新考慮市場
定位；同時重申，樓宇僅為擔保品，
公司主要收入是利息收入。

李令翔：安老按揭申請速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銀香

港與按揭證券公司合辦的安老按揭計劃
系列活動昨舉行啟動儀式，按證公司總
裁李令翔表示，現時安老按揭計劃申請
宗數已超過460宗，市場呈加速趨勢，
而去年11月進行相關優化後，申請宗數
截至今年8月底，9個月內同比增加
80%。中銀香港副總裁楊志威指，該行
今年首8個月安老按揭市佔率達70%，貸

出個案宗數增加26%，相信產品符合老
年人需求並獲市場接受。

研允壽險單抵押

李令翔表示，正研究進一步優化安老
按揭，包括容許以人壽保險作抵押品，
並提高保單持有人的年金水平。按證公
司仍在諮詢銀行意見，期望年底有定案
，明年初可望推出。

財經動態

富邦網上證券服務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 富邦銀行宣布，由即日起至12月31日，在該行成功申

請網上證券服務之合資格客戶，透過本行網上證券服務買賣股票，服
務生效日起計首3個月豁免全部買入或沽出股票之經紀佣金，豁免總額
上限6,868元。服務生效日起計第4至第6個月，每筆買入或沽出股票經
紀佣金為成交金額0.1%，最低收費80元。

德盛安聯推人幣貨幣市場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德盛安聯資產管理昨宣布，在強積金平台推出人民幣

貨幣市場基金，把握人民幣升值潛力，以低風險方法在低息環境下提
供穩定收益。該基金是首批在強積金平台推出的貨幣市場基金，以港
幣計價，投資於人民幣存款及短期貨幣市場工具，提供較港幣存款為
高的收益。該基金將最多投放70%資產於離岸人民幣存款及固定利率證
券，包括存款證、可換股債券與票據，以及短期點心債券；亦須投資
最少30%資產於港幣存款及固定利率證券。

華南城簽匯豐5億2年期無擔保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 華南城（1668）昨宣布，已與匯豐銀行簽訂總值5億

港元的兩年期無擔保貸款，並已於昨日（10月2日）提取，年利率按香
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75%計算。

創興傳聘瑞銀任賣盤交易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據道瓊斯消息，創興銀行（1111）就

售股事宜委任瑞銀為財務顧問，買方之一為越秀集團。而早前有消息
人士指野村、台灣銀行及兆豐銀行正安排一筆約10億美元的一年期過
渡性貸款予越秀集團，貸款用作收購創興銀行。

集資料逾400億 新世界最快月底分拆

第4季新股熱升溫
香港文匯訊報（記者 黃子慢）市傳李嘉誠的和黃（0013）計劃分

拆旗下業務屈臣氏上市，新世界(0017)亦不示弱，重啟其分拆酒店

業務上市計劃。據悉，新世界酒店上月底已開始預演，集資金額擬

暫定為約6億至8億美元，即約46.8億至62.4億港元，預計於本月底

至下月初掛牌。踏入第4季，新股市場再度升溫，月內已有10隻新

股排隊上市，德勤預期本港第四季集資額將超過400億元，令全年

集資額逾1,000億元。

市場消息指，新世界分拆酒店業務
上市，最快可於本月底掛牌。公

司原計劃於今年6月下旬上市，但因市
況不穩而叫停，有傳新世界酒店大股
東今次決定開出高達7.5至8厘股息率，
比原來的6.2厘高出1.3至1.8厘，以增強
競爭力，確保今次能順利上市。

毅德月底上市籌20億

新世界發展計劃，以合訂股份形式
分拆旗下灣仔君悅酒店、萬麗海景酒
店及尖沙咀凱悅酒店上市。另外，市
傳內地房產商毅德控股計劃於10月底
上市，集資額約20億元，上市保薦人
為UBS及摩根士丹尼。

雲遊暗盤價升近10%

今年新股「凍資王」雲遊(0484)今早
掛牌，於上市前夕，其暗盤價初段造
好。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公司暗
盤價開市報56元，較招股價51元，升
9.8%；其後更擴大升幅，暗盤開市15
分鐘報57.7元，升13.14%。至於耀才新
股交易中心，雲遊暗盤價開市15分鐘

報57.2元，較招股價51元，升12.16%。

全年集資額料達千億

踏入第4季，新股市場僅今月內已有
10隻新股排隊上市，令新股市場再度
升溫。據德勤日前公佈的報告預期，
內地將在三中全會推出更多經濟刺激
措施，有利新股上市集資情況。該行
指出，今年本港IPO首三季集資額為
587億元，暫居全球第五位，預期第四
季集資額超過400億元，令全年集資額
達1,000億元以上。現時本港已接受的
上巿申請數目和處理中的上巿申請個
案數目分別為124宗和88宗，按年升幅
為42.5%和49.2%。

該行預期，本港第四季大部分IPO集
資額將集中在金融、零售和消費企
業；預料包括一至兩間單筆集資額至
少70億元的內地城市商業銀行、一間
意大利或日本企業。

內地方面，該行認為有可能在三中
全會後重啟IPO，將有20至30家企業在
年底前上市，集資將合共達250億元至
400億元人民幣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遠威）樓市交投持續下

滑，雖9月份按揭申請開始

回升，但整體第3季表現仍

疲弱。9月有個別大型新盤

及商用物業入伙，帶動現

樓按揭註冊量按月回升

12%，但累計第3季現樓按

揭註冊量按季減少9.4%，

並創6個季度新低。經絡按

揭認為，二手市場成交仍呆滯，料第4季現樓按揭註

冊量繼續尋底。中銀香港表示，該行第3季新造住宅

按揭同比急挫3至4成，料趨勢平穩。

中銀香港副總裁楊志威昨表示，政府推出辣招後物

業交投減少，按揭業務因而受影響，認為市場仍需時

消化有關措施。息口趨勢有上升壓力，鼓勵按揭申請

者先分析好負擔能力，避免構成生活壓力。按揭證券

公司總裁李令翔表示，上半年按保宗數下跌3成，第3

季未有改善跡象，對第4季情況不樂觀，能夠維持平

穩發展已屬不錯。

中銀新造按揭減3成現趨穩

楊志威指，該行第3季新造住宅按揭申請減少3至4

成，跌幅相當多，目前趨勢平穩。料短期息口水平會

維持平穩，未見有短期壓力因素令息口急升。由於本

港息口與美國掛 ，同時受內地利率環境的影響越來

越大，本港先於美國加息的情況有可能發生。

經絡料整體樓按來季續尋底

經絡按揭研究部及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9月份現

樓按揭註冊量止跌回升12%，錄得6,457宗，主要受個

別大型新盤及商用物業入伙帶動，但自2011年8月

後，已超過兩年未能突破一萬宗關口，為有紀錄以來

最長時間。經絡按揭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認為，儘

管發展商積極推盤，但二手市場成交仍呆滯，整體按

揭註冊下跌的勢頭難逆轉。第3季現樓按揭註冊量僅

18,661宗，創6個季度新低，按季減少9.4%，料第4季

現樓按揭註冊量續尋底。樓花按揭註冊按月增加

17%，但累計第3季僅得438宗，按季跌近8成。

■香港信貸主席陳光賢(左六)在上市儀式與嘉賓祝酒。

■中銀副總裁楊志威。

■九龍倉職場體驗影子計劃嘉許禮主禮嘉賓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左)和九龍倉副主席兼常務董事兼「學校起動」

計劃顧問委員會主席吳天海。 蔡明曄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