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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10月25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6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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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秀116億入主創銀
每股35.69元折讓4.6%  下周一復牌料有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股市續跌，空軍繼續發難，市

場氣氛未見改善下，港股連跌第四日，全周計已累跌642點或

2.7%，令 指已經跌回去年底的22,656點水平。即年初至今，港股

接近沒升幅。至晚上，越秀企業宣布以約116.44億元收購創興銀行

(1111)75%股權，折合即每股35.69元較創銀周三停牌前的37.4元折

讓4.63%，故下周一創銀料有沽壓。

匯融超購242倍 暗盤微升1% 減價促銷 I.T半年少賺77%

東方海外上季收入跌10%

人行收水逾千億 A股個半月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東方海外（0316）昨
日公布截至9月30日止第三季度總貨運量較去年同期下
跌0.9%，為134.92萬標準箱。總收入減少10.1%，為
14.36億美元（約112億港元）。運載力減少0.8%，整體
運載率與2012年同期相若，每個標準箱整體平均下跌
9.4%。綜合今年首三季計，總貨運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1.3%，為389.77萬標準箱。總收入則錄得6%跌幅，為
42.08億美元。運載力增加0.9%，整體運載率較2012年
同期下跌1.6%，每個標準箱整體平均收入較去年同期減
少4.8%。

金沙首3季純利翻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金沙中國（1928）昨

公布，截至9月底止第3季錄得純利6.19億美元，增長
88.5%，每股盈利7.68美仙；而累計首3季，純利倍增至
15.6億美元，每股盈利19.35美仙。

公司截至9月底止第3季的收益淨額23.24億美元，按
年增42.7%；經調整EBITDA增61.8%至7.85億美元。不
包括金沙城中心開業前開支，經調整利潤增68.6%至
6.19億美元。而累計首三季收益淨額增40.6%至63.9億美
元，經調整EBITDA增52%至20.6億美元。

其中，佔總收益比例最多的澳門威尼斯人的入場人次
以至財務表現持續強勁。該物業第3季的經調整物業
EBITDA錄得3.57億美元，同比升19.5%。季內，非轉碼
入箱數目增加75.7%至20.1億美元，創下該物業的新紀
錄。季內購物中心收益增加23.3%至4,550萬美元。

金光飛航虧損240萬美元

而其他影響盈利的因素包括，季內其他業務經調整
EBITDA錄得100萬美元的盈利，主要包括金光飛航渡
輪業務，而去年同期則錄得240萬美元的虧損。此外，
今年第3季的企業開支為1,390萬美元，較同期下跌
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有消息稱金
管局有意取消銀行對不動戶及存戶最低結餘的
收費，最快於本月底實施。香港銀行公會署理
主席譚何錦文表示，對於取消銀行對不動戶及
存戶最低結餘的收費，銀行與金管局一直保持
溝通。金管局將於下周召開記者會交代相關事
宜，不過未有透露金管局是否會取消銀行的有
關收費。

至於取消銀行對不動戶及存戶最低結餘收費
對本港銀行業務的影響，譚何錦文昨出席銀行
公會例會後沒有正面回答。她只表示，有的銀
行對長者和低收入人士的最低結餘收費已有所
豁免。

人幣兌換無上限利投資

對於金管局向人行建議取消個人每日兌換2
萬元人民幣的限制，譚何錦文表示，有關建議
落實需要時間，本港銀行需要做好準備工夫。
她認為取消個人每日兌換人民幣的限制，不會
刺激香港人民幣資金池大幅上升。她解釋雖然
此舉有可能刺激香港市民兌換人民幣的需求，
但更重要的是有關做法會活化本港的人民幣投
資產品，很多人民幣投資產品會應運而生，對
財富管理市場有利。這樣，人民幣資金一進一
出，互相抵消，本港整體人民幣資金池未必會
大幅上升。

譚何錦文表示，目前本港銀行人民幣存款加上發行的
存款證，合共人民幣資金池約8,000億元，其中人民幣
存款七成來自企業，個人僅佔三成。

內地拆息抽升料屬短暫

對於近期內地銀行同業拆息持續上升，譚何錦文預料
這只會短暫出現。她指最近幾日離岸人民幣市場

（CNH）的拆息維持平穩，隔夜息約1厘多一點，而一
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維持在2至3厘左右。

對於昨日人行宣布推出貸款基礎利率，首批報價銀行
共有9家。譚何錦文表示，有關機制與香港的做法大同
小異，有利於收窄在岸與離岸人民幣貸款利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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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受資金面
偏緊游資撤離影響，滬深股市昨連跌第4日，滬綜指
收跌1.5%至一個半月新低，4日累跌近3%。分析師
稱，央行前日罕有連續3次暫停逆回購，累計回籠資
金逾千億元之巨，或令市場擔憂6月份的「錢荒」或
會再現，加劇調整走勢。雖然銀行、券商等權重股
護盤拉升，但創業板的傳媒、互聯和主板的自貿
區、農地流轉等熱點題材概念股跳水不斷，挫傷市
場人氣。滬指連續擊穿半年線和關鍵點位2,150點，
並一度失守60日線，收盤滬指報2,132點，跌幅
1.45%，周跌幅2.77%；深成指報8,379點，跌幅
1.26%；創業板指報1,269點，跌幅2.06%。成交略增
至996億（人民幣，下同）和1,109億元。

大盤短期下跌空間小

國都證券策略分析師蕭世俊表示，近期A股走弱的
主要原因在於市場對四季度經濟增速可能出現回
落，以及未來資金面進一步緊縮等擔憂。針對未來
走勢，他指受投資者對十八屆三中全會較強預期的
支撐，預計短期大盤下跌空間不大，但須謹慎對待
三季報業績不及預期的個股。

儘管近期披露的中國經濟三季度數據表現亮眼，
但國統局本周三（23日）表示，由於內需增長動力
仍然偏弱、消費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不足，以及去年
同期對比基數較高等因素，不排除中國經濟增速四
季度回落，並強調市場勿寄望新一輪刺激政策。

憂錢荒再現加劇調整

值得注意的還有，近期中國央行對貨幣政策的謹
慎態度。從上周四至今，央行罕有連續3次暫停逆回
購，累計回籠資金逾千億之巨。或令市場擔憂6月份
的「錢荒」或會再現，加劇調整走勢。技術面中短
線全面轉空，下周初下探60日線後能有弱反彈走
勢，但要重現強勢走好，可能還需時日。

受此影響，本周四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
（Shibor）全線上揚，其中，隔夜利率上漲30.80個基
點至4.088%，7天利率上漲68.80個基點至4.68%，14
天利率更是上漲101.1個基點至4.882%。「錢荒」來
襲的憂慮再次籠罩市場。

越秀企業與創興銀行昨晚聯合宣
布，野村代表越秀提出按每股

35.69元現金，向創興銀行股東收購最
多3.2625億股創銀股份，佔已發行股本
75%。是次收購的作價約116.44億元，
完成收購後，創銀的上市地位將保持
不變。廖企(0194)及創銀下周一復牌，
由於創銀周三停牌前報37.4元，而今次
的每股收購價只有35.69元，折讓
4.6%，故下周一創銀復牌料有沽壓。

創銀派4.5195元特別息

市場人士早前料越秀會以每股約40
元，向廖氏家族購入手上股份，相當
於市佔賬約2.4倍，但現時作價只有
35.69元，市佔賬只有2倍左右，高追的
投資者可能要損手。此外，創銀與廖
企亦就物業轉讓及租賃達成物業協
議，創銀擬在物業轉讓完成的條件
下，將物業轉讓收益減去物業約2.64億
元的未經審計賬面值後，向創銀股東

派發現金特別股息，每股創銀股份獲
派4.5195元。

內地銀根緊張仍令市場憂慮，投資
者認為6月份「鬧錢荒」的危機有可能
重現，令空軍有可乘之機，在期指大
低水下， 指低開77點，最多曾跌近
200點，收報22,698點，跌137點，成交
631億元，全日被「打靶」的牛證增至
40隻。即使收市跌幅略為收窄，但大
市仍跌穿50天線，技術走勢不樂觀。

淡友突發難 40牛證打靶

上證綜指昨日再跌1.45%，令安碩
A50（2823）沽空率逾31%，國指也難
倖免，全日跌144點報10,177.8點，全
周計累跌466點或4.4%。即月期指跌
132點，低水36點，成交高達17萬張。
中信証券執行董事林一鳴認為，內地
資金鏈的恐慌相信只是短期，料一至
兩周後影響就會消退，內地亦不希望
在三中全會前出現任何金融不穩定。

他續指，每當接近年底，內地資金
一向較緊張，資金鬆緊正不斷循環，
若資金過分緊張，中央必會調控，投
資者不用太過恐懼之餘，現時更可能
是趁低吸納的良機，待內地資金較為
充裕，相信大市會重回正軌。

港視中空寶 高追恐受傷

免費電視牌照的爭拗不單纏繞政府
及業界，還影響股價，《南華早報》

報道引述行會成員羅范椒芬指，她相
信行會有機會再討論免費電視發牌事
宜，令香港電視（1137）午後突被挾
升逾兩成，收升14.3%，報2.63元，
成交高達4.1億元。

不過，羅范椒芬昨午後發聲明澄
清，強調「有關發牌決定並無轉彎餘
地」，憧憬落空下，港視下周相信將下
挫，令昨日高追的股民中伏，市場人
士相信港視股價下周將打回原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

I.T（0999）昨公布截至今年8月底
止6個月中期業績，純利倒退76.8%
至2,810萬元，每股基本盈利為0.023
元。公司指，銷售增長放緩以及於
第二季度提供更多積極折扣優惠造
成利潤率下降此兩方面的壓力，加
上經營成本急升令盈利能力面對倒
退的壓力，使純利增長較去年下
跌。鑑於營商環境應會持續困難，
公司不派中期股息，以保留現金及
營運資金。

賺2810萬不派中期息

期內I.T營業額為29.39億元，同
比下跌0.9%，主要受公司主要營運
地區之消費意慾疲弱拖累。由於在
第2季度進行積極的折扣優惠活
動，毛利率亦跌0.4個百分點至

59.2%。
公司主要收入來源仍然為本港業

務，6個月的營業額15.94億元，較
同期減少6.3%，佔整體總營業額之
54.2%。而可比較店舖之銷售變化
比率為-9.5%，主要因消費者信心疲
弱所致。

內地業務虧損1400萬

內地收益雖較去年同期增長
16.1%至10.18億元，惟因經營成本
上升，致使內地業務錄得1,400萬元
虧損。而可供比較店舖銷售額方面
的變化比率為-1.9%，去年同期為
12.9%。但公司相信，鑑於內地城
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中等收入階層
和高淨值人口快速增長，仍看好中
長線前景，又預期收益貢獻比重長
遠將會上升。

中國平安第3季純利54億升1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中國

平安保險（2318）公布第三季業績，期
內純利54.29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增加155.4%；總收入為1,003.34億
元，按年升31%，當中總保費收入為
600.71億元，按年升15.3%，投資收益
143.92億元，按年升238.8%，第三季
每股基本收益0.69元。

平保純利增長45%達233億

平保首三季實現淨利潤294.52億
元，同比增長37.4%，純利233.39億

元，同比增長45.1%，每股基本收益
2.95元。截至9月底，公司各項業務
總收入為2,744.83億元，同比增長
21.2%，其中總保費收入為2,045.31億
元，同比增長13.7%。該公司的壽險
業務首三季實現規模保費1,738.17億
元，同比增長10.3%。其中個人壽險
業務實現規模保費1,557.77億元，同
比增長12.3%；平安產險首三季實現
保費收入835.42億元，同比增長
13.1%，綜合成本率維持95.8%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從事典當行業
的中國匯融（1290）將
於下周一掛牌，其公開
發售超額認購242 . 1
倍，凍結資金約208億
元。上市前其暗盤價升
幅出乎意料較預期小，
一手最多僅賺40元。將
於 同 日 掛 牌 的 卡 賓

（ 2 0 3 0 ） 暗 盤 收 升
5.93%，一手賺約150
元。

匯融2.18元定價淨籌7.3億

匯融昨公布發售價定為每股2.18元，
即為接近招股價範圍1.88元至2.28元的上
限，集資淨額7.316億元。由於公開發售
超購242.1倍，因此會啟動回撥機制，公
開發售股份數目增加至1.88億股，相當
於全球發售總數約50%。

國際發售股份於重新分配後，配售股
份最終數目為1.88億股。當中私募基金
Dalvey Asset Holding Ltd.將獲配售1.18億
股 ， 佔 公 司 經 擴 大 已 發 行 股 本 約
11.5%，成為公司的主要股東。

匯融上市前暗盤表現未有驚喜，據輝
立交易場資料顯示，暗盤價收報2.2元，
較招股價2.18元升0.92%，每手2,000股不
計手續費賺40元。至於耀才新股交易中
心，其暗盤價收報2.19元，升0.46%，不
計手續費一手20元。

卡賓暗盤升5.9%一手賺150元

將於同日上市的卡賓（2030）其暗盤

價升幅較匯融造好，暗盤價收報2.68
元，較招股價2.53元升5.93%，每手1,000
股不計手續費賺150元。卡賓以招股價
範圍2.25元至2.8元的近中間價2.53元定
價，淨集額約3.543億元。

昨日截止認購的中國賽特（0153），
市傳其公開發售部分錄得14.5倍超額認
購，國際配售部分則錄足額認購。

據市場消息指，春泉產業信託將計劃
以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形式
來港上市，暫定下月公司招股，集資額
3億美元（約23.4億港元）。據了解，公
司持有位於北京核心商業區的華貿中心
兩幢優質甲級寫字樓，用途包括購物中
心、酒店、商務樓宇、國際公寓及寫字
樓等，旗下租客包括德意志銀行等。

新銳醫藥首日勁升4.12倍

另外，昨日以配售方式掛牌的新銳醫
藥（8180），全日收報1.28元，較配售價
0.25元上升4.12倍，高位1.5元，低位1
元，成交1.34億股，涉及金額1.29億元。

■譚何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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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視發牌憧憬落空，股價下周料打回原

形。圖為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資料圖片

■越秀企業宣布以約116億元收

購創興銀行75%股權。資料圖片

■新銳醫藥首日勁升4.12倍。圖為上市儀式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