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文匯財經

港銀信貸增速放緩

據金管局提交立法
會文件顯示 第3季銀行業信貸增長5% 按年率計
為 19.9% 低於第 2 季的 25.1% 但高於首季
12.2% 遠高於去年同期的7.5% 金管局指 信貸
增長加快是受在本港境外使用的貸款增加8.5% 貿

易融資增加7.8%及在本港使用的貸款增加3%所帶
動 該局將繼續監察銀行業信貸增長情況

本港銀行港元貸存比率由6月底的84% 微跌至9

月底的83% 所有貨幣貸存比率維持72%水平 早
前金管局曾多次推出穩定資金要求措施 針對行業
信貸擴張速度較預期快 長遠銀行流動性或會承受
較大壓力 而於10月底 金管局已去信相關銀行
要求若銀行於某段時間的信貸年率化增速逾20%
需要提高穩定資金來源的水平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
恒曾表示 相關要求屬反周期措施 預防一旦市場
逆轉 流動資金收緊 銀行亦不會大幅收緊信貸
而零售銀行香港業務淨息差方面 按季年率計

由今年第1季的1.39% 攀升至第2季度的1.43%
後 於第3季微跌至1.41% 淨息差擴闊主要是因零
售銀行淨利息收入於第2季內增加5%及第3季上升
2%所致 零售銀行淨息差按年率計 則由去年首3
季的1.37% 擴闊至2013年首3季的1.41% 由於
淨利息收入增長11.4%及非利息收入增長14.1% 零
售銀行香港業務在今年首3季的整體除稅前經營溢

利 較去年同期增長17.9%

今年首九個月 經本港銀行處理人民幣貿易結算
額約達2.62萬億元 人民幣 下同 較去年同期
增加36% 往內地與往香港的貿易結算支付的比例
約為1比1.2 今年9月底 人民幣客戶存款及存款
證餘額分別為7,300億及1,776億元 兩者合計為
9,076億元 較去年底增26% 其中 非香港居民個
人客戶已開立逾7.7萬個個人民幣帳戶 存款額逾
130億元
金管局指 人民幣點心債券市場持續發展 雖受

到早前國際市場調整影響 令人民幣點心債發行於7
月和8月放緩 但發行量由9月中開始恢復 今年首
九個月發行量為754億元 9月底未償還債券餘額達
2,930億元 人民幣銀行貸款業務亦持續增長 今年
9月底貸款餘額達到1,071億元 較去年底增36%
而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將於本月15日出席立法會財經
事務委員會簡報會簡介第三季外匯基金投資情况

信達下周一推介籌156億

路透社消息，中國信達資產獲港
交所批准其高至20億美元的首次

公開發售（IPO），並最快於下周一進
行上市前推介及路演。美銀美林、瑞
信、高盛、摩根士丹利及瑞銀為今次
IPO之聯席全球協調人。
信達為內地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之

一，於2010年在北京成立，初期主要收
購、受托經營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不
良資產，其後擴展至對外投資、發行金
融債券、資產證券化等業務。公司總資
產逾2,000億元，去年淨利潤為72.7億
元。信達去年3月引入全國社會保障基
金理事會、瑞銀集團、中信資本控股和
渣打銀行四家戰略投資者，合共佔逾
16%股份。

另一新股，秦皇島港（3369）已展開
預路演，據初步銷售文件指，其計劃集
資5億至7億美元（約39億至54.6億港

元），將於本月25日正式推介，大有機
會與信達撞期；本月29日至12月4日公
開招股，12月12日掛牌。
文件指，秦皇島港擬發行8.29853億
H 股，其中90.9%為新股，9.1%為社保
基金的舊股；另有15%超額配股權；按
照上述集資額，假若不行使超額配股權
計，秦皇島港初步的招股價介乎約4.7
至6.58元。文件又指，秦皇島港會引入
基礎投資者，有6個月禁售期，控股股
東的禁售期則有12個月。
秦皇島港擬將今次集資所得約5,124
萬元用於為港口採購煤；約1,139萬元
採購柴油機車；餘款中約65%用於黃驊
港煤碼頭建設20萬噸的貨位泊位；約
25%用於償還銀行債務；約10%用作一
般營運資金。安排行有花旗、瑞銀、摩
根大通、匯豐、中金。

另外，有消息指，博雅（0434）公開
發售最少認購30手才穩獲1手，共錄得

560張 頂頭槌 飛，大戶中籤率僅
0.28%；而佛山 財仔 集成（3623）
傳將以貼近上限每股2.8元定價。
至於昨日上市的普華和順全日收報

3.51元，較招股價3.18元升10.38%，高
3.57 位元，低位 3.1 元，成交 1.65 億
股，涉及金額5.47億元。不計手續費，
每手1,000股賺330元。
普華和順首席執行官姜黎威在上市儀

式後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純利按年升

約1.5倍，符合預期，相信未來會維持
高增長、高盈利。而收購方面，他指，
目前無收購的目標，但會關注醫療器械
企業，特別是高毛利的企業，會首先考
慮國內企業。他又指，內地醫療器械前
景好，政府在醫療方面投入大量資金，
預料公司骨科業務未來5年每年有18%
增長，高端輸液器業務則每年有逾20%
增長，相信這兩個業務均會受惠於國策
而保持高於市場的增長。

內銀擬港支行發寶島債
隨着人

民幣近期加快升值，一度沉寂的台灣人
民幣 寶島債 重現生機。綜合彭博、
路透社及內地和台灣多家媒體報道，中
行（3988）、農行（1288）、交行
（3328）和國開行已向台灣當局申請發
行 寶島債 ，初始額度每家10億至20
億元（人民幣，下同），即總計最高可
達80億元。

彭博引述台灣證券櫃枱買賣中心主任秘
書黃炳鈞表示，交行、農行和國開行已經

向該中心詢問掛牌的規定，可能透過其香
港分支機構在台灣發行 寶島債 。中新
網也引述台灣 金管會 負責人曾銘宗表
示，今年底前將開放內地企業赴台發行 寶
島債 ，推動島內人民幣資金回流。該四
大行已與台方接洽，初步預計首次發行額
度最多可達80億元。
此外，台灣本地企業對發行人債的興

趣也日益高漲。路透社引述台灣食品大
廠統一集團旗下統一中控財務長陳國煇
透露，明年初將發行 寶島債 ，額度
至少5億-10億元。他稱，該公司正改變
過去100%美元融資的策略，適度融資

轉向人民幣，以因應在內地的支付需
求。除此前在香港發行10億元的 點心
債 外，目前從台灣銀行業也已取得約
25億元的融資規模；又指出，台灣在
寶島債 的發行及效率上應該更自由
開放，與香港及新加坡接軌，讓企業容
易籌資且增加信心。

而內地企業到台灣發債的限制也有望
放寬。彭博引述台灣 央行 行務委員
宋秋來表示，台灣的人債市場不能只限
定於台灣企業，因為中資企業是發展台

灣人民幣債券市場的關鍵。台灣 央
行 副總裁楊金龍也表示，可考慮建立
台灣的離岸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且需
要盡快簽署兩岸貨幣互換協議，以便為
投資人提供安全保障。
台灣自今年2月開放離岸人民幣業務

以來，曾在短短4個月發行了6款 寶
島債 ，涉及金額39億元，但此後便寂
然無聲，與當局早前制訂的全年發行
100億元的目標相距甚遠。相比之下，
島內人民幣存款已達1,000多億元，促
使台灣業界不斷呼籲拓展人民幣回流機
制，為存款尋找更多出路。

中海外賣樓數早兩月達標
內房

企陸續公布上月銷售數據。中海外
（0688）昨表示，本年1至10月累計合
約銷售額1,216.4億港元，累計合約銷
售面積808.2萬平方米，已提前完成本
年上調後1,200億港元的銷售目標，當
中包括中海外宏洋（0081）合約銷售額
146.2億港元及合約銷售面積138.8萬平
方米。10月份實現合約房地產銷售額
98.5億港元，實現合約銷售面積72萬
平方米，其中中海外宏洋合約銷售額
14.1億港元及合約銷售面積14.1萬平方
米。
同系中建築（3311）於本年1-10月

累計新簽合約額432.7億港元，按年增
18.35%，已提前完成2013年全年430
億港元之新目標。截至10月31日止，
在手總合約額約為1,234.9億港元，其
中未完合約額約為791.7億港元，按年
增25.93%，足夠公司未來3年建造。

綠城中國（3900）稱，本年1-10月累
計銷售面積約268萬平方米，合同銷售
金額511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
增33%，當中歸屬於公司權益金額260
億元。10月份共銷售2,674套，銷售面
積約40萬平方米，當月銷售金額93億

元，按月增43%，銷售均價為每平方米
23,458元。
至於由上月中停牌至今，擬私有化

的恒盛地產（0845）昨表示，1-10月
份累計實現合約銷售額52.6億元，合
約銷售面積為46.8萬平方米，銷售均
價為每平方米11,236.2元。10月份實
現合約銷售額 3 億元，按月減少
3.9%，合約銷售面積3萬平方米，按
月增1.7%。
另外，招商地產系內香港上市子公司

東力實業（0978）昨宣布，其非全資附
屬公司佛山依雲房地產於周四就位於廣
東佛山市的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取得土地
成交確認書，總代價為9.2億元。該地
塊位於佛山市禪城區，總佔地面積約
5.9萬平方米，容積率不超過2.5。地塊
指定用途為住宅兼容商業，使用年限為
住宅地70年，商業地40年。

首創置業（2868）昨停牌，稱將發出
須予披露交易，並涉及可能收購另一家
上市公司的公告。公司投資者關係主管
馮瑜堅接受傳媒電話查詢時表示，公司
正準備一些相應的披露材料提交予聯交
所審批，目前不能透露內容。該公司目
前市值約56.17億港元。

北控：京擬增使用天然氣
北 京 控 股
（0392）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周思
表示，北京市政
府為解決北京空
氣污染問題，正

考慮調整使用清潔能源的計劃，削減使
用燃煤，增加使用天然氣。
周思昨日出席北京控股股東特別大會後

表示，北控未來會抓住中國發展新型城鎮
化的機會，繼續拓展核心業務天然氣。他
表示，今年北控旗下北京燃氣的天然氣銷
售目標為90億立方米。今年上半年，北
京燃氣的天然氣銷售達47億立方米，同

比增長17.2%。周思續稱，預計下半年北
燃的天然氣銷售增長沒有上半年強勁，但
較去年同期仍會有超過10%的增長。他
說，通常下半年天然氣銷售會因季節性因
素較上半年為少。

北控昨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以
99.99%的票數通過了該公司向母公司
北控集團收購中國燃氣（0384）
22.01%股權的交易。北控原來計劃斥
資82.2億元收購中燃22.01%股權，但
於上月10日將收購代價調低至73.96億
元，即每股收購中燃的代價由原來的
7.8元減少至 7.02 元。中燃昨日收報
8.42元，下跌0.35元，跌幅為4%。

中遠否認魏家福被查
有消息指中國遠洋

（1919）多名高層被調查，公司發表公告承認，其執行董
事徐敏傑正接受相關監管部門調查，董事會相信調查對集
團無重大不利影響，集團業務及營運一切正常。不過，中
遠集團在其官網宣布， 關於 前董事長魏家福已被有關
部門限制離境 的傳言，沒有依據，特此澄清 。

中遠連續兩年錄得巨額虧損， 老船長 魏家福備受指責，
自離任之日起就數度傳出他被調查的消息，本周四有內地媒
體聲稱他已被限制離境。但中國證券網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魏家福作為央企一把手，按慣例需要接受離任審計， 即便
是限制離境也是按照國家規定，與徐敏傑不一定有關聯 。
受到徐敏傑事件的影響，中遠系股票昨日均下滑，中國

遠洋一度低見3.51元跌6.90%，收市跌5.04%報3.58元；
中遠太平洋（1199）跌 2.48%收報11.00元。中遠國際
（0517）也跌0.31%收報3.26元。

電能物業內部轉讓
電能（0006）旗下物業出

現內部轉讓。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山頂道90號新近獲
Premier Zone Limited以4.95億元購入，公司董事分別是
尹志田、陳來順，兩人均為港燈高層。物業於1988年由港
燈以2,460萬元買入，獲批興建2幢3層高洋房，總樓面
8,928方呎，有關交易料為內部轉讓。

香港展
覽會議業協會昨公布研究顯示，去年展覽
業為香港帶動消費開支高達408億元，相
當於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較2010
年增加14%。市民大眾直接受惠於由展覽
業帶動約69,600個就業機會，展覽業更為
政府庫房進帳近14億港元的稅收，較2010
複合年平均增長13%。

展覽除了每年吸引數十萬計的高消費
訪客外，所帶來的消費開支和就業機會
更令展覽場地、展覽主辦機構及展覽承
建商受惠，並帶旺其他相關行業如酒店
業、零售業、飲食業、廣告業等。政府
從展覽業相關人士及公司徵取的稅收，
包括薪俸稅、利得稅和機場稅等累計達
14億元。

4G年底全面覆蓋港鐵網絡
港鐵（0066）

昨日宣布，乘客將於今年年底前在車站及所有列車上享用
4G流動通訊服務。現時，4G流動通訊服務覆蓋於港島
線、觀塘線、荃灣線、將軍澳線及東涌線。流動電訊網絡
商現正於東鐵線、馬鞍山線及西鐵線加裝設備，務求讓乘
客在整個港鐵網絡中享用到4G流動通訊服務。
另外，中國移動香港昨日亦宣布，該公司繼去年底推出

全球首個商用TD-LTE / LTE FDD融合網絡後，率先發
售雙制式4G手機Samsung GALAXY S4 LTE (i9507)。

香港電訊（6823）昨宣布，由11月12日零時起，將啟
動其港鐵尖沙咀東站的4G LTE網絡覆蓋，並計劃於2013
年12月中之前，將覆蓋伸延至東鐵線、西鐵線及馬鞍山
線。此外，還計劃進一步擴展其4G/3G網絡覆蓋至施工
中的西港島線（上環至堅尼地城）、南港島線（金鐘至海
怡半島）及觀塘線（油麻地至黃埔）。有關覆蓋預計將於
2014年至2015年完成。

香港眼鏡展進場買家1.4萬
由貿發局主辦、香港中華

眼鏡製造廠商會合辦的眼鏡展昨圓滿結束，一連三日的展
覽吸引約100個國家及地區近1.4萬名買家到場參觀採購，
較去年上升8%。成熟市場穩定增長，海外買家主要來
自�地、台灣、美澳、日本及韓國。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多個新興市場的入場買家數字

均錄得顯著升幅，包括埃及、南非、東南亞等，顯示這些市
場的龐大發展潛力。來自美國、西班牙等成熟市場的買家亦
穩定增長。太陽眼鏡及老花鏡的需求錄得明顯上升。
貿發局組織了來自50個國家共70個買家團，超過3,800名

主要入口商、分銷商及零售商來港參觀展覽，匯聚來自26個
國家和地區700家參展商，包括首次參展的以色列、澳門及
泰國等企業，規模為歷屆之冠。

智美(1661)與杭州西湖區
政府簽下長期合作方案，獨家運營杭州國際馬拉松。是屆
賽事於近日已順利舉行，吸引了英美、日韓、港澳等26個
不同國家地區約23,000名國際跑手參加。杭州馬拉松為避
免重蹈覆轍北京馬拉松如廁不便的窘況，於場地每4公里
賽道就設一公廁。
是屆賽事起跑點設於黃龍體育中心，終點在錢江新城，

沿途風景秀麗，吸引了英美、港澳等26個不同國家地區約
23,000名國際跑手參加。救護車亦由去年的8輛增至16
輛，救護點由5個增至7個。

展覽業年為港庫房賺14億

智美杭州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