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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銷情報捷 美增4%
貿發局：傳統市場有改善 顯經濟持續復甦

白雲山集中採購料降成本1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白雲山
（0874）董事長李楚源日前在穗召開的臨時股東大
會上透露，廣藥白雲山向上級部門請示建立關於管
理層持股的長效機制，獲廣州國資委贊同。白雲山

希望在此方面爭取到優先批准，吸納更多人才。他
表示，白雲山重組整合已經完成人事架構調整，原
料集中採購會由今日起啟動。
白雲山昨日滬市收報於 27.66 元人民幣，漲

3.17%。白雲山H股收報27.15港元，下跌0.73%。

管理層持股獲穗國資委贊同
目前，內地各省市已在醞釀新一輪改革。而廣東

省及廣州市的相關方案均在制定中。此前，廣東省
國資委主任呂業升曾表示，粵競爭性企業大力擬實
行股份制改造，對外引入有品位的戰略投資者，實
現股權制衡。而對內則推動以增資擴股為主要形式
的管理層和技術骨幹持股，激發企業活力。
李楚源當天則透露，廣州已經有一些大型國企就

管理層持股提出方案。他相信穗國資委會在條件合
適的時候就國企管理層持股進行探索、推進。而廣
藥白雲山會爭取在管理層持股方面得到優先批准，
以吸納更多人才。廣藥白雲山作為穗國資企業，此

前曾向上級請示建立關於管理層持股的長效機制，
也獲得了廣州國資委贊同。

擬推兒童醫藥產品佔領市場
李楚源介紹，目前廣藥白雲山的三大業務板塊，

包括「大南藥」、「大健康」和「大商業」已經完
成了高管人員架構的調整，收尾工作將於明日結
束。整合、降低採購成本方面，白雲山已經形成原
料集中採購方案，料今日(1月1日)正式啟動，預期
目標是2014年採購成本同比降低一個億人民幣。
有股東質疑白雲山股價近期被低估，李楚源回

應，股價短期內起伏是正常的，股價走勢也符合公
司戰略發展方向。他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了許
多對醫藥健康產業的利好消息。例如放開單獨二
胎，兒童藥品需求將增大，白雲山已計劃推出兒童
醫藥產品佔領市場。對於近期被關注的乙肝疫苗研
發進展，白雲山相關人士則指，相關二期臨床揭盲
數據符合預期，未來將進一步公佈臨床總結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匯豐銀行（中國）
昨日宣布，其上海自貿試驗區支行已獲得上海銀監局
的開業批准，成為上海自貿區內首批獲得開業批准的
外資銀行之一。匯豐中國副董事長、行長兼行政總裁
黃碧娟表示，希望盡快完成所有的開業準備，將該行
的環球網絡優勢以及國際經驗充分運用到產品和服務
中，通過入駐上海自貿區的新支行，將積極穩步地參
與區內各項金融創新舉措，不斷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
能力，為跨境投融資和貿易提供便利，幫助提升自貿
區的國際競爭力。
另外，東亞銀行昨宣布，旗下東亞銀行中國昨獲中

銀監上海監管局批准，於上海自貿區開設支行。東亞
中國成為內地首批獲得此批覆的外資銀行之一。東亞
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及東亞中國董事長李國寶表
示，自由貿易試驗區於上海成立是中國近年經濟改革
的重要里程之一，透過在自貿區設立支行，東亞中國
很榮幸能參與內地推行金融改革的進程。
李國寶指，東亞中國新支行的籌建工作隨即展開，

預期於2014年首季開業，致力為上海自貿區內的企業
及居民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幣及外幣服務。

匯豐東亞滬自貿區支行獲准開業

恒 生 銀 行
（0011）多個高層
已年屆60退休之齡
早非秘密，該行今
日再有高層榮休。
今次主角正是恒生
（中國）前一姐薛
關燕萍。該行昨公

佈，薛太於今日起榮休，薛太同時辭
任該行執行董事，並不再擔任該行執
行委員會成員兼中國業務主管，更感
謝對方為恒生中國業務發展打下良好
基礎，更祝她退休生活愉快。

薛太退休一事早聞樓梯響，只是未
見伊人回應。直至去年初，有指該行
多位高層已屆母公司匯控（0005）在
本港的預定退休年齡，才改為彈性安
排延長任期，故2013年初時任恒生中
國副董事長兼行長的薛太獲邀延任一
年至去年底，當時薛太更向傳媒笑
指，自己心境永遠年輕。其後薛太於
8月再由恒生非執董調任為執董兼掌
中國業務主管，將恒生行長一職交棒
予林偉中，改任副董事長，才再傳出
相關安排是為其退休鋪路。

薛太早於 1976 年加入匯豐，當時
已在匯豐包括零售銀行、系統運作、內地項目融資
等多個範疇擔任管理職務，練得一身好武功，直至
05年轉職恒生擔任總經理，於09年8月開始掌舵恒
生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一職，服務該集團長達 37
年。而據去年 8 月恒生的公告顯示，薛太於截止
2013 年底總固定年薪約 420 萬元，與之前擔任恒生
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的年薪相同，另亦可獲發非固
定性獎金等。據該行2012年年報顯示，計及薪酬、
花紅等，薛太 2012 年總年薪為 857.9 萬，2011 年則
為816萬元。

管理層接班問題惹關注
其實匯豐恒生近年同樣面對接班問題，當中匯豐亞

太行政總裁王冬勝於2011年年滿60歲之期時，便獲匯
控行政總裁歐智華邀請續約兩年。而2012年恒生前副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指自己即將「登六」，2月
突然宣佈退休，嚇市場一大跳，誰知卻由有「中國
通」之稱、當時已年屆59歲處半退休階段的匯豐中港
區顧問李慧敏空降，更令市場一度關注李氏任期會否
較梁高美懿更短。

按正常三年任期計，李氏任期將於2015年結束，已
完成任期近半的李慧敏，多次在恒生的活動中被問及
接班人問題，她卻好口密，只表示無特別培訓一個接
班人，而是培訓一整個團隊。口吻完全配合近年恒生
欲栽培內部接班人的意向，但到底最終下任恒生一姐
一哥屬誰，至今未
有分曉。

恒
生
中
國
一
姐
榮
休

中華包裝料超購逾168倍
香港文匯訊報（記者 黃子慢）踏入2014年，新股繼續

出爐。昨日孖展截止的「蚊型」新股中華包裝(1439)的認購
反應大爆發，多間券商的孖展額度錄爆發性增長，最終錄
20.31億元認購，即公開發售部分已超購逾168倍。另有市
場消息指，米格國際(1247)及南京中生(3332)國際配售已獲
得足額認購。而中國優材(8099)市傳以配售價定為1元，屬
配售價範圍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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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元3.5億購內地嬰幼兒奶粉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合生元國際（1112）昨
宣布，斥資現金3.5億元（人民幣，下同）收購內地嬰幼兒
配方奶粉產品製造商長沙營可的全部股本權益。該公司的
註冊資本為3.017億元。透過本次收購，集團可獲得每年製
造3萬至5萬噸嬰幼兒配方奶粉的產能，並在使用進口奶源
製造素加新系列產品的同時，縮短向客戶供應素加新系列
產品的時間。該股昨日復牌收報69.15元漲0.363%。

李蕙蘭任信置系財務總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信和置業（0083）昨公
布，委任李蕙蘭為該公司財務總裁，由2014年1月1日
（今天）起生效。此外，李蕙蘭同時獲尖沙咀置業集團
（0247）及信和酒店集團（1221）委任為財務總裁之職
務，並於同日起生效。
信置指，李蕙蘭畢業於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擁有逾

25年會計及財務經驗。李氏亦是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
師公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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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貿發局調查，受惠經濟復甦，特
別是美國股樓俱佳，減債壓力減

小，兼失業率回落至7%，經濟反彈刺
激消費意慾，預期美國感恩節至聖誕
高峰日數雖較去年少6日，但因減價、
網購及延長營業時間等幫助銷情，去
年底該國聖誕銷售按年可增 3%至
4%，可能較前年3.5%好。

歐盟銷情改善 英國尤佳
歐盟整體銷情也有改善，但各國情

況較為參差。英國受惠於就業市場強
勁、樓市向上，預測該國節日銷售增
長2%至3%。一向消費意慾薄弱的德
國則由過去幾年的近零增長，增長至
約1%。日本則仍受該國經濟刺激措
施，股市去年勁升6成，企業盈利改善
等因素帶動消費，令零售商減價情況
緩和，預測節日銷售增長約2%。

內地方面，潘氏指，近年多個非傳統
節日，包括網商的「光棍節」及「雙十
二」，以及城鎮化催谷，有助年終銷
情，惟農曆年等節日與聖誕相近分薄銷
情。聖誕期間，不少報道指中國豪客攻
陷英國百貨公司，潘氏指，以往英國百
貨公司主要以俄羅斯旅客為主，但近年
已被內地客超越。內地客專程至海外購
買貴價產品，惟仍受反貪活動影響，不
會購最高價產品。

電子消費品珠寶最突出
其他新興市場，包括拉丁美洲及中

東歐的年終銷售亦有不同程度的增
長。以產品分別，電子消費品的銷情
最為突出，珠寶等奢侈品的銷售亦普
遍錄得增長。

美消費兩極化不利中價貨

潘永才提醒，美國眾議院雖通過
2014年、2015兩年的財政預算，但
2014年續受政治爭拗拖累，包括2月
債務上限問題及國會改選等，美國消
費者仍審慎消費，消費兩極化不利中
價產品，網購及基本產品仍向好，貴
價品續有增長。產品方面以智能及電
子產品最受歡迎。現時網購已佔美、

德及英等成熟市場整體零售及聖誕銷
售10%，每年增幅都有20%至30%。
他指，現時僅美國具退市條件，其他

國家仍持續寬鬆貨幣政策以助經濟復
甦，預期歐盟國家受緊縮政策影響，僅
英、德較佳。他並認為，美收水意味經
濟好，聯儲局亦明言不會太快加息，預
期最快2015年中才踏入加息周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貿發局昨公布2013年終市道調

查結果，發現2013年底的節日消費旺季，多個傳統市場的零售銷

售情況都有改善。聖誕期間表現最突出的是美國市場，銷售按年

料增3%至4%，或較前年3.5%好。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

永才指出，傳統市場銷情逐步回升，對本港出口商而言實屬佳

音，但歐美債務危機仍未解決，加上消費者更多使用互聯網搜尋

產品訊息、格價和購物，對港商的經營會帶來新挑戰。

■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 方楚茵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潘永
才指出，雖然環球經濟復甦對各主要
市場的消費者信心帶來支持，但消費
者態度仍然偏向審慎，物有所值仍然
是消費者選購產品的首要考慮。
另外，他指消費者更普遍使用互聯
網搜尋產品訊息、格價和購物。零售
商為迎合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將會更
多透過網絡進行銷售，同時分散貨

源。這個趨勢將促使零售商將訂單分
拆，同時要求更短的交貨期及更具競
爭力的價格，這都要求港商要適應新
的營運轉變。
他又指，傳統市場銷情逐步回升，

對香港出口商而言實屬佳音。不過，
這些市場雖然步入復甦，但仍然面臨
不少挑戰，例如美國的債務上限今年
二月到期，歐洲國家的債務危機仍未

解決。

中國擴內需帶來大商機
他建議香港的出口商，仍須拓展新

興市場，例如拉丁美洲和中東歐等地
區。而中國繼續致力擴大內需，亦為
港商帶來巨大機遇。
對於11月份本港整體出口按年增長

5.8%，較10月份的8.8%放緩。潘氏

指，主要因去年同期基數較大，認為
升幅已不俗，單月升幅放緩亦不代表
其後表現。
至於人民幣持續升值，潘氏指，港商在

內地生產產品，生產成本中有55%以人民
幣支付，故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生
產成本亦相應提高0.55個百分點，削弱港
商價格競爭力。若港商將廠房遷往內陸或
東南亞國家，傳統市場零售商亦改往中國
以外地方採購將不利本港作為轉口港表
現。

網購漸盛 迎「價細單密」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貿發局主辦香港玩
具展、香港嬰兒用品展，以及該局與法蘭克福展覽
(香港)合辦的香港國際文具展，將於1月6日(下周一)
至9日在會展舉行，合共展示逾2,600家供應商的嶄
新產品。該局展覽市場拓展總監尹淑貞表示，暫時3
個展覽合共將有100個以上的買家團，共5,000間公
司出席。
回顧2013年，尹淑貞前日出席記者會時指，很多

展覽會都集中於下半年，當中見到不少歐美買家都
回來了，反映他們的購買慾正在回升，「見到歐債
危機開始穩定，預計2014年頭市道可穩步回升。」
另外，對於即將舉行的展覽，尹淑貞認為新興市場
經濟騰飛，中產階層壯大，其中內地和印度的嬰兒
及兒童數目龐大，相信可帶動玩具及嬰童用品的需
求和商機。
該局玩具業諮詢委員會主席楊子江指，2014年香

港玩具展將是第40屆，亦是亞洲最大的同類展覽，
共有1,950家，共39國的參加者出席，當中的新增國
家包括白俄羅斯、菲律賓和葡萄牙。

電子化潮流廣泛用於玩具
產品方面，楊子江指出電子化潮流近年廣泛用於

玩具上，越來越多傳統玩具透過應用程式(App)與智
能裝置合而為一。並有新的治療玩具加入，幫助兒
童和長者訓練協調性和舒壓。首次參展的香港智能
玩具公司 Roam&Wander Limited 的創辦人 Jason
Warren指出，科技的出現使玩具不能再走回頭路，
所以即使是兒童玩具只要懂得結合科技，就可以發
揮出科技更大的好處。他表示，自己公司的玩具銷
量好好，生產出來的產品已經在市場上售罄，是次

參展是希望可以打入內地市場。

嬰兒用品及文具展反應佳
同期舉行的還有第5屆香港嬰兒用品展和第14屆
香港國際文具展。尹淑貞表示，是次嬰兒用品展共
有460家企業、29個國家參展，並創出歷年新高，
更首次迎來新西蘭、菲律賓及瑞典的參展商。根據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資料顯示，全球嬰兒食
品(包括嬰兒配方奶粉)市場持續擴大，預期2016年總
值將近700億美元，可見商機龐大，今屆展會將新增
「嬰兒食品和保健產品」展區，以迎合市場需要。
第一次參與嬰兒用品展的Blue Box高級品牌經理

陳文娟指，是次的BB產品都應用了科技。「見到市
場暫時對於年齡較細的幼兒產品需求較多，因此都
很有信心。」
最後在文具展方面，法蘭克福展覽(香港)高級總經

理曹建生表示，這次展覽共有220個參展商、18個
國家參加。他指，雖然科技的應用日益廣泛，不過
無紙化的辦公室趨勢並不對文具市場帶來影響，相
反亦都為業界帶來另一個拓展的空間。是次展覽場
內有韓國、台灣和泰國三個地區展館，並設五個專
題展區，包括新增的「創意手工」展區。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公布，去年
11月份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增加1%。
由於活期、儲蓄及定期存款同告增
加，港元存款於月內上升0.8%。11月
份外幣存款總額上升1.3%，當中香港

人民幣存款增加 5.8%至 11 月底的
8,270億元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人
民幣匯款總額於11月份為4,394億元
人民幣，10月份則為3,153億元人民
幣。

港元貸存比率降至81.4%

11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上升0.9%。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括貿易融資）
上升0.6%，在香港境外使用的貸款增

加1.5%。由於港元貸款增幅低於港元
存款的增幅，港元貸存比率由10月底
的81.9%，降至11月底的81.4%。
經季節因素調整後，11月份港元貨

幣供應量M1上升1.6%，與前年同期
比較則增加12.7%。未經季節因素調
整的港元貨幣供應量M3於月內增加
0.8%，與前年同期比較則增加7.4%。

港人幣存款8270億增5.8%

■貿發局玩具業諮詢委員會主席楊子江(左)、貿發局
展覽市場拓展總監尹淑貞(中)、法蘭克福展覽(香港)
高級總經理曹建生(右)。 蔡明曄 攝

三展覽下周一開 100買家團來港採購

■王老吉2013年銷售完成目標計劃。

■■薛關燕萍薛關燕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