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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藥大股東配股套逾2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生產
力促進局昨公布今年第四季「渣打香港
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調查，綜合營商
指數升0.8，至50分界線，是指數創立一
年半以來的新高，反映中小企首次擺脫
負面情緒。

調查顯示，第4季的綜合營商指數與
去年同期比較，中小企對營商環境的看
法明顯轉趨樂觀。而以行業分類指數來
看，除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較第三季輕
微下跌0.1至49.4外。製造業與零售業分
類指數均較上季上升，零售業分類指數
更錄得新高53.0，按季上升6.4；製造業
指數則回升4.5，至48.1。

零售業對本季盈利最看好

行業指數升幅最高的零售業，主要是
因為零售業對「盈利表現」的看法大幅
改善，有關分項指數由上季的38.0上升
至50.9，首次高於50.0，有超過八成受訪
者表示本季盈利會較上季好轉或持平。

生產力局總經理（資訊科技及企業管
理）老少聰表示，零售業的分類指數於
本季大幅上升，反映零售業中小企對年
底的傳統銷售旺季頗樂觀。另外，調查
發現租金上升的壓力亦跌至新低，有接
近七成受訪企業不擔心第四季租金會上
調。然而，中國實施「旅遊法」及環球
經濟的不明朗對零售業的影響仍有待觀
察，他建議業界持續加強服務，如設計
別具特色的「顧客經驗」，吸引更多本
土及入境旅客在港消費。

多數企業料租金壓力紓緩

各行業於本季調查中，對租金的看法較過往五
季正面，不少企業預期租金見頂，當中有接近九
成的地產業中小企受訪者認為租金不會在本季上
升，種種跡象皆顯示租金對中小企造成的壓力有
望紓緩，惟仍有約三成中小企擔心租金上漲。

是次調查的專題部分同時訪問了中小企對擴充
業務到中國的看法，整體中國的營商環境評分為
5.6分，滿分為10分。中小企認為巨大的市場潛力
仍然是在中國營商最優勝之處，尤其是資訊及通
訊業和專業及商用服務等服務行業。而政府政策
及法律制度是最多中小企所選擇的不足之處；值
得一提的是營運成本亦進入了不足之處的三甲，
一些需要大量投入的行業如製造業和資訊及通訊
業，有超過三成受訪企業認為這是它們打進中國
市場的主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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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石藥集團（1093）
昨突停牌，市傳遭聯想控股旗下弘毅投資沽售股
權。據《路透社》報道指，賣方為弘毅旗下的
Jinling Investment Ltd以及Joyful Horizon Ltd，是次
按每股4.04元至4.1元出售5億股舊股，相等於較停
牌前4.35元折讓5.7%至7.1%，套現20.2億元至20.5
億元。

石藥在停牌公告中稱，將發出就有關其控股股
東可能出售石藥股份的內幕消息公告。而市傳出
售股權的弘毅投資，根據石藥的年報顯示，持有
石藥集團73.23%股份。

石藥集團上月訂立協議，以1.2億元人民幣出售
天津信匯90%股權，預期出售事項產生收益約
3,400萬元。而天津信匯結欠石藥集團合共1.4億元
人民幣，買方承諾促使天津信匯於今年底或之前
償還債務。

中銀定存十萬1.9厘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銀香港再推

定存優惠，宣布即日起至10月31日，理財客戶及
發薪服務客戶以等值港幣10萬元或以上新資金，
敘做港元及美元12個月定存，年利率最高1.9厘。
港元定存首150天年利率0.7厘，第2階段（第151
天至270天）年利率1.45厘，第3階段（第271天至
到期日）年利率1.9厘；美元定存年利率則分階段
為0.5厘、1.2厘及1.9厘。

人民幣方面，理財客戶及發薪服務客戶敘做3
個月人民幣靈活高息定存，人民幣5萬元或以上
新資金，14天存款期年利率1.2厘，1個月存款期
年利率2厘，存款期3個月則有年利率2.7厘。

東航「黃金周」載客逾202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資委網站昨

日公布，「十一黃金周」期間，東航（0670）承
運旅客人數逾202萬人，共計執行國際航班1,863
班，內地航班11,507班，其中內地、國際加班航
班307班，上海始發加班包機共計41班。於9月30
日至10月7日，東航國際航班方面，上海至東南
亞、日韓、歐美澳是「黃金周」熱點航線，共計
加班包機16班。

擬明年諮詢 與國際接軌 業界不抗拒

財匯局研改獨立審監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財匯局發表

有關香港獨立審計監管制度的研究調查，該局

主席潘祖明表示，政府計劃明年就此諮詢公

眾，希望在2016年通過有關改革，由獨立機構

監管本港的會計師。財匯局報告顯示，香港目

前的審計監管制度，未獲歐洲委員會及獨立審

計監管機構國際論壇的會員資格，改革有助本

港取得有關資格。此外，現時本港的國際會計

師行對獨立監管並不抗拒，而財匯局一旦成為

獨立的審計監管機構，將需要增加經費。

自 2002年發生安然倒閉事件，過去10多年，全球各
地收緊審計專業的監管，現時世上有40個司法權

區已建立獨立審計監管機構，但香港仍保留業內監管的
制度，故財匯局認為有需要改變此制度，設立獨立的審
計監管機構，追上國際標準，增加國際投資者對投資本
港的信心。

追國際標準 提港金融聲譽

若一切順利的話，明年將會完成公眾諮詢，有關改革
將呈交立法會，最快2016年通過立法，一旦本港擁有獨
立的審計監管制度，便可望獲得歐洲委員會及獨立審計
監管機構國際論壇的會員資格，進一步提升本港審計專
業的獨立性、穩健性及透明度。他認為，香港爭取符合
國際的標準，有助增強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達到
國際投資者期望，以及提升上市公司對獨立財務匯報的
信心。

潘祖明表示，目前財匯局僅有調查會計師的權力，要
符合完全獨立的監管機構，要在6個範疇上提升，包括
會計專業的註冊、調查、檢查、執行、審計準則制定和
持續教育等方面作改革，但目前其餘5項均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負責。

料年經費2億 或需公眾承擔

問及財匯局未來會否負責上述全部6項職能，潘祖明
表示，待政府推出諮詢文件後會有詳細資料，但承認假
若財匯局取得全部6項職能，必然需要增加經費，初步
料每年預算將為2億元。現時該局每年經費約2,000萬
元，至於日後的資金來源，他指一個獨立的審計監管機
構，其資金來源必須獨立於會計界，未來或需由公眾承
擔部分開支。

財匯局早前委託德勤完成的顧問報告指出，未來可能
的徵費方案，包括向需要審計服務的公司徵費、向會計
師組織收費、向個別會計師收費，或是由政府資助。潘
祖明表示，這有待政府諮詢公眾後才能擬定，如果本港
參照其他國家如英國等的做法，有關經費將從企業及相
關專業機構方面募集；而參照其他國家，獨立審計監管
機構每年經費預算約4,000萬美元至2.5億美元。對於市
傳部分支出將由證監會徵收的交易徵費中撥出，潘祖明
表示，這是正在探討的選擇之一，惟未知證監會會否願
意。

聯想PC出貨量蟬聯世界第一 花旗評自貿區：港「得大於失」

復星合資百億三亞建酒店

改革達共識 料阻力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對於市場有意見

指，設立獨立的審計監管部門，會令本港再增加一
個身兼發牌、調查、準則制定及紀律處分等大權於
一身的監管機構。潘祖明認為最重要是適合本港，
至於財匯局會否接管全部6個職能，目前言之尚早，
該局不排除會尋找其他獨立機構合作，有如英國的
制度。他又透露現時財匯局、政府和會計師公會在
改革框架達一致共識，均期望將目前業內自行監管
的制度，變成由獨立監管機構去監管會計專業。

平衡業界市場利益
問及早前會計師公會表明反對財匯局兼具紀律處

分權，並可以對會計師作出罰款，而且建議的罰款
額過重。潘祖明指所有符合標準的國家，其會計監
管機構均有權力懲罰，除罰款外，亦擁有公開譴責
和吊銷牌照等權力。他指出，此舉旨在使有關措施
恆之有效，並能夠平衡業界與市場利益。

中小會計行影響微

會計師公會行政總監丁偉銓早前曾表示，不擔心
第三方來處分核數師會令罰則過重，但認為不應該
由單一機構，兼負調查及處分工作。建議中的違規
核數師最高罰款額為1,000萬元，或因審計而導致損
失金額的三倍，公會指罰則過重，認為令核數師聲
譽受損，或可能面對民事訴訟，已是最好的罰則。
現時會計師的最高罰款額僅為50萬元。

另外，今次的會計業監管改革，會否增加中小型
會計師行的經營成本，影響營商環境。潘祖明認為
目前本港中小型會計師行本身受到會計師公會的監
管，不是「無王管」的職業，會計業的專業守則亦
是行之已久。他強調，財匯局已和國際會計師行接
觸過，他們對獨立審計監管並不抗拒，因為這些會
計師行在其他地區的分支行，均受獨立機構監管，
認為只要沒有雙重監管，其實分別不大。

至於本地中小型會計師是有微言，但專業的會計
師應明白獨立監管並非新事物，外地已採用多年，
本港與國際接軌是無可厚非。事實上，業界普遍不
太抗拒改革，相信改革不會對本港中小型會計師行
造成太大影響。

財匯局權力改革前後比較
改革前 改革後

調查會計師。 1.日常檢查；

2.調查會計師；

3.執行紀律處分；

4.會計師的註冊；

5.制定審計準則；

6.持續教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復星國際（0656）昨
宣布，3年內將投資逾100億元人民幣在海南三亞建豪
華度假酒店，更提出未來將加大旅遊商業領域的投
資，投資規模將達千億元級別。復星的海南度假酒店
項目，計劃夥拍南非富豪進行。據《路透社》消息，
復星國際將與南非酒店營運商柯茲納國際控股合作，
於海南三亞建設全球第三座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

（Atlantis Resort），投資額15億美元。消息指，酒店佔
地806畝，擁有水上樂園、水族館、酒店、購物中心、
餐館等各種設施，豪華客房數量預計達到1,300間。將
於今年底開工，擬於2016年開業。

料不納入博彩業務

消息引述復星方面指，公司未來將加大旅遊商業領
域的投資，投資規模達千億元級別，不排除納入部分

可銷售物業以完善現金流。至於由南非富豪柯茲納
（Sol Kerzner）控制的柯茲納，旗下度假村品牌包括亞
特蘭蒂斯和One & Only，而亞特蘭蒂斯品牌目前在巴
哈馬和杜拜經營兩個度假村。然而有關方面透露，三
亞的亞特蘭蒂斯酒店將不會納入博彩業務。

千億投資旅商領域

復星旅遊商業集團總裁錢建農表示，復星正在加大
對類似地中海俱樂部這種國際品牌的投資，也會探索
酒店的建設和開發，未來將是千億級的投資。復星此
前已入股國際度假業者─地中海俱樂部（Club
Mediterranee），並在中國長白山和桂林兩處合作開設
了兩家地中海俱樂部度假村。7月復星又出資5.12億元
入股中國國旅，成為後者第三大股東。對於千億旅遊
地產投資，復星國際董事長郭廣昌指出，復星對旅遊

地產的投資，將不會排除納入部分可銷售物業來完善
現金流，但公司更注意旅遊項目的盈利能力。

未來發展養老地產

就未來復星投資路線，郭廣昌解釋稱，將圍繞產業
升級和城市升級兩條路徑展開投資，例如在城市升級
方面，教育、養老、旅遊、文化設施將是重點。復星
未來5年至10年在內地投資幾十家醫院，亦會加大養老
地產的投資。

三亞海棠灣是海南重點建設的，也是最大的旅遊開
發區，將建成亞洲最大的免稅城，亞洲頂級游艇基地
及高級酒店帶，預計將有32家國際頂級酒店入駐海棠
灣。目前希爾頓、凱賓斯基等9家酒店已開業，未來包
括香格里拉、四季、索菲特、華爾道夫等酒店品牌亦
將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

根 據 科 技 諮 詢 與 研 究 公 司
Gartner於周三公布的數據顯
示，聯想（0992）第3季度的個
人電腦（PC）出貨量蟬聯世界
第一，但其在中國市場的出貨量
卻銳減。聯想昨收8.23元，升
1.355%。

受惠於歐美市場的強勁銷售，
抵消了亞洲市場銷售下降的影
響，聯想在PC行業中保持領先
地位。聯想第3季PC出貨量按年
升 2 . 8 % ， 全 球 市 場 份 額 為
17.6%。昔日排名第一的惠普出
貨量增長1.5%，全球市佔率為
17.1%。這是自2012年第一季度
以來，惠普PC出貨量首次增
長。

PC轉板腦成全球趨勢
根據最新數據，第3季度全球

PC銷量下降8.6%，證實平板電
腦流行是全球趨勢。該趨勢惠及
蘋果和谷歌，微軟和英特爾等傳
統PC企業則受衝擊。研究公司
Gartner稱，第3季通常是提升PC
銷售的「返校」季，但當季全球
PC出貨量總計僅為8,030萬台，
是200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歐
洲、中東及非洲的PC銷量降幅
最大，為13.7%；亞太地區銷量
下降11.2%。而美國的PC銷量則
升3.5%，得益於填補低庫存及
配置英特爾新款芯片的機型受到
市場歡迎。

首席分析師Mikako Kitagawa表
示，消費者從PC轉向平板電腦
瀏覽日常資訊，繼續拉低成熟和
新興市場的PC安裝基數。價格
低廉的安卓平板電腦日益增多，
吸引了新興市場首次購買電腦的
消費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花旗（中國）
成為首批在上海自貿區落戶的外資銀行，受到
不少關注。花旗港澳區行長兼行政總裁盧韋柏
昨表示，對此感到幸運，目前正等待有關部門
批出土地，一旦獲批會盡快在自貿區開始營
運，包括成立支行及發展金融服務創新產品
等。他又強調，自貿區成立後，香港「一定有

失，但得必定大於失」。

「負面清單」利港發展

盧韋柏表示，上海可以成為在岸人民幣中
心，與本港的離岸中心起互補作用，又指自貿
區的「負面清單」屬制度創新，是「非常聰明
的改變」，可擴大區內的資產管理服務及交易
產品發展空間。他認為本港業界將會從中受
惠，因為香港自身是「甚麼業務都能做」，今
後可對照「負面清單」，只要是該清單未列出
的項目，本港都有機會發展。

花旗昨宣布，參與第三屆「花旗集團大學生
社責實踐計劃」的60名來自本港9間大學的商
科生，順利完成了在34間非牟利服務機構的實
習工作。學生在實習過程中，加深了對社區及
社會議題的了解。90%學生考慮在畢業後投身
社福界。盧韋柏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這個
跨界別合作為學生及非牟利服務機構帶來正面
影響。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計劃建立了一道橋
樑，吸引有潛質的管理人才投身社福界」。

■老少聰(中)指，零售業的分類指數於本季大幅

上升。

■盧韋柏指，滬自貿區成立對港的影響得大於

失。 涂若奔 攝

■潘祖明指，擬明年就財匯局改獨立審計監管機構諮詢公眾。左為財匯局行政總裁狄勤思。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