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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恒和傳1041倍超購
凍資約941億 料上限定價

恒生銀行（0011）行政總廚陳錦成師傅上星期到香港賽馬會沙田會所凱旋
廳擔任客席廚師，特別為預訂美饌的馬會會員呈獻多道佳餚，菜式包括恒生
博愛堂的招牌名菜「花膠五蛇羹」，湯底採用鮮雞、雲腿、赤肉和陳皮等，
再配以滋補的花膠烹製。陳師傅於2009年加入恒生，曾任國金軒行政總廚，
並曾獲法國美食協會專業廚師勳章及兩奪香港旅遊發展局頒發的美食之最大
賞至高榮譽金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
於下月發表2014/15年財政預算案，香港稅務學會昨就
財政預算案以及就香港稅務競爭力所做的研究一併發
表建議，提出要擴闊稅基，包括徵收環保稅、對奢侈
品徵收銷售稅以及徵收商品及服務稅等。另外，還提

出建議對中小企業徵收較低的利得稅以及針對中產階
層調整薪俸稅稅階和為醫療保險費提供稅務扣除額。

人口老化需擴闊稅基
香港稅務學會理事、前會長王銳強昨日出席記者會

時表示，香港稅基狹窄，而且未來隨着人口老化日趨
嚴重，目前需要研究擴闊稅基的問題。他表示，徵收
環保稅、對奢侈品徵收銷售稅以及徵收商品及服務稅
等間接稅是長遠擴闊本港稅基的考慮。
香港稅務學會會長邱賢君亦表示，徵收商品及服務稅

業界已多次提出，但被政府否決，而短期來講徵收環保
稅有可能較容易為政府所接受。他說，目前香港空氣污

染嚴重，不利於吸引海外投資以及吸引海外人士在此工
作，徵收環保稅有利於改善香港的環保問題。
另外，香港稅務學會還建議，為支持香港的環保行

業，政府應對環保行業提供稅務優惠，包括對包括電
動車在內的環保設施的成本給予150%的扣除，對某
類型行業（如從事環保回收）提供補助和稅務假期。
香港稅務學會亦建議為中小企業引入兩層制的利得

稅率，符合以下三個條件的公司可享有10%的優惠稅
率：一是年度營業額不超過2,000萬元；二是淨應評
稅利潤不超過200萬元；三是非集團成員公司。
特首梁振英剛剛發表的施政報告重點放在扶貧，對

中產階層沒有提出特別的支持措施。香港稅務學會針

對財政預算案，特別對中產階層提出稅務支持措施。
有關措施包括：薪俸稅的稅階由現時的4萬元增加至5
萬元；為購買醫療保險的人士提供每年上限3萬元的醫
保稅務扣除額；增加自願性強積金供款的扣稅額，每
年上限為5萬元等。

倡中產稅務支持措施
王銳強還表示，本財政年度，政府的印花稅減少，

但賣地收入增加，令政府財政可錄得約200億元的盈
餘，而政府自己則預測財政赤字為49億元。他表示，
本財政年度，政府的賣地收入可達800億元，較政府自
己預測的600億至700億元為多。

稅務學會籲徵奢侈品稅

由於公開發售已超購逾100倍，故老
恒和要啟動回撥機制，令公開發售

佔比由10%增至50%。老恒和將於本月
22日，即明天定價，本月28日，即下周
二掛牌，保薦人為麥格理，安排行尚有
第一上海。

港燈傳錄約6倍超購
至於港燈，市傳其初步已錄得約6倍超

額認購，凍資金額約103億元。港燈發售
價範圍是5.45至6.3元。
港燈將於本月29日，即下周三掛牌，
保薦人為高盛、匯豐。
市傳「夜場股」Magnum（2080）國
際配售逾300倍，並悉數行使15%的超額
配售權，令國際配售股數達5460萬股。
該股早傳出會招股範圍上限以1.5元定
價，將於本周四（23日）掛牌，保薦人

為英高。

雙匯改名料鋪路上市
而雙匯國際早前透過旗下雙匯發展發

公告稱，將公司中文名稱由「雙匯國際
控股」，更名為「萬洲國際」，並更改
公司章程。外界認為，這是為雙匯國際
的上市做準備。
早前市傳公司最快於本周遞交上市申

請，爭取於今年4月上市，集資40至60
億美元（約312億至468億港元），將成
為近年最大型IPO之一，七間安排行包
括中銀國際、中信證券、摩根士丹利、
高盛、瑞銀、渣打及星展。

復星醫藥最多籌16億
另外，復星醫藥（2196）昨宣布，建
議新增發行最多 20%H 股，涉及約

6,721.4萬股。復星醫藥實際發行H股股
份乃按市況釐定，但以該股昨日的收市
價計，是次增發最多可集資15.96億元。
復星醫藥昨收報 23.75 元，跌 0.9 元或
3.65%。
復星醫藥指，募集資金將用於償還帶息
債務、補充營運資金及潛在境內外併購。

公告稱，本次增發H股不超過H股總
股本的20%，增發對象為獨立於公司的
境外自然人、機構投資者等；增發H股
價格將參照復星醫藥H股走勢及同類公
司的國際估值水平，且較市價折讓不能
超過兩成。本次H股發行需要取得中國
證監會和香港聯交所批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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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澳洲會計
師公會表示，香港有需要全面檢討稅制，開
闢穩定的收入來源，有關措施包括徵收商品
及服務稅，可先考慮開徵奢侈品稅，以及引
進三級利得稅和對中小企業提供稅務寬減。

77.1%人贊成改革現稅制
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分會稅務委員會主

席孫梁勵常昨日出席記者會時表示，該會一項
調查顯示，77.1%受訪者贊成政府改革現行稅制；

就推出新稅制方面，28.5%受訪者贊成徵收奢侈品稅，19.6%
提議推出累進利得稅，18.3%受訪者欲推資本增值稅。
孫梁勵常表示，根據調查結果，該會提出要全面檢討

香港稅制，其中需要研究有助於擴闊稅基的各種途徑，
其中包括商品及服務稅。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之前，可
先引進開徵奢侈品稅；推行三級利得稅制，稅率如下：
每年應課稅溢利少於200萬元的中小企業可享受13.5%
的優惠稅率；每年應課稅溢利介乎200萬元至1億元的
企業，利得稅率為16.5%；每年應課稅溢利超過1億元
的企業，利得稅率為17%。

虧損扣減前兩年課稅溢利
孫梁勵常續稱，該會還建議對中小企業進行稅務寬

減，包括允許中小企業將本年度的虧損扣減前兩年的
應課稅溢利；允許中小企業扣減投資在中國廠房的機
器及技術的支出。花旗：私人貸款新規影響銀行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金管局近日推出四招
規管業內私人貸款指引，花旗集團香港及澳門區行長盧
韋柏在出席活動後指出，相信有關指引只是針對某一些
銀行機構，對花旗影響不大，「因為我們客戶群類型不
同，所以對於以上指引，並沒有擔心。」

只針對特定銀行或機構
他認為，金管局的規管對於銀行的個人貸款亦不見

得有影響，「因為想借錢的人已經把息率的極限推到
最高；相反不想借錢的人，幾平都不會借。而唯一令
息率上升的原因就是利率向上，和資金成本向上。」
盧韋柏認為，如果按揭市場未來好似現時一樣靜，相
信息率反可維持一個低的水平，因為銀行都要找出路
借錢出去。
盧韋柏指，去年整體香港銀行業表現不錯，而該公司
由於成本控制得好，去年營業額達有雙位數字增長。但
對於今年，盧韋柏比審慎樂觀，目標是單位數字增長。
他指，雖然香港GDP增長及出口等經濟數據都有不錯
的增長預測，不過由於市場國際化 ，因此香港不能獨
善其身，今年仍會受到美國退市、內地改革步伐、歐債
問題會否延續等多個不穩定因素影響。「由於香港已是
一個很成熟且具競爭性的市場，因此如果有一個高單位
數字增長已經十分不錯。」

料商業銀行業務增長大
不過，他指，公司來年將保持現時的營業策略，不會

定一個進取的計劃去達到高增長目標，只希望把2013
年的成績延續到今年。他透露，估計未來商業銀行業務
會有較大增長潛力；另外公司貸款亦有不大但健康的增
長；存款方面，他相信人民幣存款在業內會有較大競
爭，而信用卡業務則維持穩定發展。
另外，盧韋柏希望將來在人民幣業務上，有更多不同

的產品推出，但這要視乎人民幣每日2萬元兌換上限何
時放寬，如果成事將可增加更多服務，如股票以人民幣
計價來港上市和財富管理產品等，並指放寬後有機會引
發起一場市場競爭。他期望，當人民幣逐漸國際化，離
岸及在岸人民幣存款利率將逐漸接軌。
花旗與香港大學合作的Citibank University Banking

Course活動，活動今年將踏入第10年，盧韋柏昨在會
上分享指現在花旗銀行正在面對三大趨勢，分別是全球
化、城市化和電子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黃嘉銘）港燈投資（2638）及老恒

和（2226）昨日公開發售截飛，市場消息透露，老恒和初步已錄得約

1,041超額認購，今年排第三位，凍結資金約941億元，暫時成為今

年「凍資王」；老恒和料以近上限或上限7.15元定價，集資最多8.94

億元。

金保利收購太陽能發電站
香港文匯報訊 金保利新能源（0686）昨宣

布，與國電科環（1296）簽訂框架協議，擬向後
者收購太陽能發電站，估計收購代價連同資本開
支的成本不超過40億元人民幣。
公司聲明稱，與國電科環旗下國電光伏訂立框

架協議，向其收購四間持有位於甘肅省金晶市，
總裝機容量約400兆瓦的太陽能發電站公司。

連資本開支成本最多40億
收購代價以金保利新能源全投資內部收益率不

低於9%為前提，根據上網電價並參考雙方認可的
財務模型進行測算，目前估計收購代價和資本開
支總成本最多40億元。
金保利新能源表示，將向國電科環支付1,000

萬港元訂金，如交易未能於今年9月1日前正式簽
訂買賣協議，公司可獲退回訂金。

上海棟華盈喜股價彈5.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上海

棟華（1103）昨公告，根據對集團截至
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管
理帳目的初步審閱，受惠於期內發展戰
略的合理調節以及路橋建設業務和貿易
業務的持續穩定增長，預計期內股東應
佔綜合利潤將較2012年同期錄得顯著增
長。上海棟華昨收報 0.75 元，升
5.634%。

暫時中止配換股計劃
公告又披露，鑒於現時的市場狀況及

集團營運及盈利能力顯著提升，董事會
認為現時可能並非按原計劃以每股0.8
元配售股份及向中證監申請轉換非上市
內資股為H股的最佳時機，也不符合現
有股東最佳利益。故決定暫時中止配售
股份計劃及轉換計劃。

何舜華任匯豐中國副行政總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遠威）匯豐中國昨宣布人事
任命，原工商金融服務總監
何舜華已獲委任為該行副行
政總裁兼執行董事，並已獲
監管機構核准及生效。何舜
華 1983 年加入匯豐銀行，
歷任工商金融業務等部門要
職，2010 年10 月起擔任匯
豐中國工商金融服務總監。
匯豐中國副董事長、行長兼行政總裁黃碧娟表

示，何舜華在服務大中華區企業客戶方面經驗資
深，在擔任工商金融服務總監的三年間，積極推
動中國內地相關的國際業務增長，亦強化對在華
外資企業的服務能力。內地是集團優先發展的策
略性市場之一，相信何舜華將在新崗位進一步發
揮業務專長，把握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機遇。

旭輝發2億美元五年期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旭輝控股（0884）

昨日宣佈，完成上市以來第三次美元債券發行，發
行金額為2億美元，五年到期，票面息率8.875%。
是次發債取得超過11億美元來自亞洲及歐洲的

投資者需求，所得款項淨額將主要用於為其現有
債務再融資、及一般公司用途。本次發債的牽頭
銀行為渣打銀行、花旗、德意志銀行、匯豐銀行
及海通國際。

聯想傳再購IBM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聯想集
團（0992）昨發公告指，正就一項收購進
行初步談判，但尚未達成這則潛在收購的
重要條款，且未簽訂任何最終協議，公司
亦未有透露賣家身份。外電消息則指，聯
想已重啟收購IBM公司低端服務器業務的
談判。

聯想股價曾創13年新高
聯想昨股價曾高見10.64元，創逾13年

新高，收報10.46元，升2.75%。
去年兩家公司已討論過收購服務器業
務事宜，但因價格未談攏而未達成交

易。當時有報道，IBM
希望能以40至60億美
元出售這塊業務，聯想

卻只願給出25億美元的收購價。
除聯想外，據《華爾街日報》指出，

戴爾亦對IBM計劃出售的低端服務器業
務感興趣，認為併購有望給戴爾帶來更
大規模經濟。另據指，IBM的X86服務
器業務為內部是一項利潤率最低的業
務，但對於聯想，這部分企業級業務的
利潤率要遠高於PC業務。若達成出售
IBM-X86服務器部門的交易，將符合聯
想有意將重塑為移動設備和數據儲存服
務器領域生力軍的佈局，也符合IBM將
業務重心從硬件轉至軟件和服務的戰
略。

香港快運擬年增12航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廉價航
空在歐美等國大受歡迎，香港首間廉價航
空香港快運（HK Express）亦不遑多讓，
集團副行政總裁Andrew Cowen表示，自
去年9月開售機票至今，共錄得20萬旅客
乘搭，其中東京及大阪是港人最熱受的出
遊地。隨着公司載客量增加，有信心於年
底可達至收支平衡。公司更打算以650元
作招徠，於3月底推出前往韓國首爾的單
程機票。
Andrew Cowe表示，韓國首爾的班次於
3月底成行，每日維持一班班次往來，特意

選擇符合香港人「早機去晚機返」的登機
時段。除首爾外，集團今年還會增置12個
新航點及連接城市增至逾20個，飛機置備
方面，由現時5架空中巴士A320機隊增加
至11架，並計劃今年增聘250位員工。
市場消息傳出，香港快運隨着姊妹航空

公司香港航空綑綁上市，Andrew Cowen
表示不太清楚，但指香港快運暫時未有上
市的打算。此外，對於同行捷星航空最終
能否獲批營運牌照，他回應指，營運牌照
獲批屬政府決定，廉航競爭激烈，對手不
止一個捷星航空。

恒生總廚露兩手

財訊速遞財訊速遞

■花旗集團香港及澳門區行長盧韋柏。 蔡明曄 攝

■老恒和公開發售截飛，初步錄得約1,041超額認購，今年排第三位，凍結資金約
941億元。 資料圖片

■左起：劉明揚、陳潔如、孫梁勵常和何耀
波出席記者會。 卓建安 攝

■左起：香港稅務學會理事王銳強，會長邱賢君和副
會長鄺樹榮出席記者會。 卓建安 攝

■陳錦成 ■花膠五蛇羹

■何舜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