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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實習記者陳牧洲廣州報
道）備受關注的舊改地塊廣鋼新城首批5地塊昨(21日)
出讓，總面積27萬平方米的5幅地以155億元人民幣(下
同)總價起拍，共15家房企競買綜合體參與競價。中國

海外(0688)子公司力壓首次在穗競地的龍湖地產
（0960）連拿3地，總金額超過95.9億元，並配建達
214,200平米安置房面積。

力壓首次在穗競地龍湖
白鵝潭廣鋼新城規劃去年出台，定位是「特色宜居

新區、專業交易中心」。在去年4月廣州國土局公佈的
年度賣地計劃中，廣鋼區域擬推出50萬平米土地，包
括30萬平米宅地和20萬平米商服用地，但拖到今年才
售。此次拍地，共推出位於荔灣區芳村大道南以西鶴
洞路以南的2塊宅地及3塊商住地，總底價155億元，
總面積達到27萬平米，樓面地價均為13000元/平米。

為免拍出地王，5地塊均採用「定地價，競配建」的
模式。公告顯示，5地塊均以競配建方式進行，拆遷安
置房幅度300平米以內不得少於5套，且地塊的戶型比
例為住宅中小套型比例（90平以下）不低於60%。拍
賣吸引15家房企（綜合體）競買，包括中海外、龍湖
地產、佳兆業（1638）、萬科、金融街、華發等。
中國海外經過與龍湖地產等房企30分鐘的角逐，最

終拿下廣鋼新城首幅出讓地AF040403、AF040402，成
為首個進駐廣鋼新城的房企，地塊折合樓面地價為
17,950元/平（扣除拆遷面積、未計算拆遷房建設成
本），刷新荔灣區域單價地王紀錄。AF040404地塊，
中國海外再以區域單價地王價拿下。

「過江龍」金融街奪荔灣地
另外的 AF040405地塊，則被來自北京的金融街奪
得，再刷荔灣區域單價地王紀錄，這是金融街在穗首
次拿到地塊。珠海華發則拿下AF040417、AF040418、
AF04041地塊。
地產專家鄧浩志表示，當天地價已達預期上線，未

來的售價可能會上3萬元/平米，由於該區域相對偏，
不太看好未來的升值空間。他又指，此次再有外地房
企進入廣州，表明房地產企業回流一二線城市的趨
勢，廣州這類城市受到所有房企的青睞。而中海連片
拿地符合房企希望在某一新區建立規模優勢的慣例。

中海外96億連奪廣州3地皮

思捷中期扭虧賺9500萬
對下半年業務有保留 股價先跌後升

受到業務季節性波動影響，相信下半年的表現應
不如上半年理想。思捷環球每股盈利 5仙，中

期息每股派3仙(去年同期不派息)，可以股代息。思
捷股價先跌後升，收市報14.68元，微升0.686%。

恢復派息每股3仙
雖然扭轉去年虧損局面，但思捷環球的生意正在
減少，集團中期營業額為128億元，比去年同期減
少5.5%；毛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1.4%至49.6%。馬
浩思解釋，營業額下降主要是由於零售和批發業務
均錄得銷售面積流失。他預料營業額將進一步下
降，原因為店舖關閉及進一步整頓批發客戶群，令
零售及批發渠道可控制面積減少，又預期在削減經
營開支下，現金消耗維持於可控水平。

德國仍為最大市場
該公司主要分銷渠道方面，零售營業額為79.85
億元，按港元計算下跌 1.4%，佔總營業額的
62.3%。批發營業額為47.24億元，按港元計算跌
11.8%，佔總營業額的36.9%；批授經營權及其他
為1.01億元，按港元計算升 4.8%，佔總營業額的
0.8%。馬浩思指德國仍是他們最大的市場，營業
額亦有穩定的發展。歐洲的零售營業額錄得0.1%
的增長，主要是因為活躍促銷活動和更好的存貨
管理。

對內地銷售成績不滿
不過，亞太區方面，他認為表現不如理想，亞太

區零售營業額下跌14.5%，「特別是中國內地，只
錄得9.84億港元營業額，比去年下降24.5%，當中
原因是零售淨銷售面大減和區內批發客戶進行清貨
活動影響。」他續指對中國的成績不滿，並宣佈將
起用Bernard Mah出任中國區執行董事，另外集團
亦將委任新的產品總裁。
馬浩思指，集團現在正把業務轉型為垂直模式。

目前最重要的是為客人找對他們想要的產品，未來
將為各層面的產品制定對的價格。續指由於亞洲地
區亦是另一個對營業額有重點貢獻的地方，因此未
來對中國慢慢滲透進重點城市的策略，並提高產品
對市場的反應速度，並繼續改善產品質素，以提高
競爭力。

思捷環球在「止血」方面，集團經營開支按年下
跌 15.1%，令經營開支與銷售比率由前年同期
52.9%降至47.6%；淨現金增加5.3億元至51.81億
元，主要由於經營流入9.2億元現金，去年同期則
為現金流出；存貨情況有改善，存貨單位減少
13.1%，存貨按年減少21.1%至31.27億元，存貨周
轉日數較前年縮短11日至91日。 馬浩思表示，未
來經經營開支與銷售比率的目標是維持在50%以
下，並指雖然現在已經達標，不過有關降低成本的
方案將不會停止，「因為一家公司當然希望可以把
成本下降至愈少愈好。」
至於思捷環球的分銷網絡，由2012年底的1,060

間直接管理零售店舖已減至963間，集團在關閉虧
損店舖方面持續取得進展，於上半年度關閉合共5
間有虧損性的店舖，未來閉虧損店舖的計劃將會繼
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思捷環球

（0330）昨日公布截至去年底止中期業

績，由虧轉盈賺9,500萬元，扭轉上年度

同期虧損4.65億元的紀錄。行政總裁馬浩

思指，當中原因受惠於降低成本、實現正

常庫存水平、改善營運和促銷，令各業務

範疇出現回穩跡象。他並強調，下半年度

業績表現還受多項不明朗因素影響，包括

因為集團正對業務模式作出重大改動，以

重立競爭力及建立發展穩固平台。未來經

營環境充滿挑戰。

香港電訊：難再打減價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本港
電訊市場增長飽和，在成本壓力增加及
與政府缺乏協調的環境下，即使面對新
市場競爭者來港「插旗」，電訊商亦難
重演昔日減價搶客的戲碼，轉而另闢新

收入渠道。香港電訊（6823）近年推出
「Smart Living」服務，董事總經理艾維
朗昨在首家專門店揭幕後表示，本港電
訊市場競爭者輪替上場，消費者自會選
擇合適的電訊商，公司會提供更多增值

服務維持增長動力，即使新競爭者加入
市場，亦不必然引發減價戰。在成本壓
力增加下，不排除日後需要調整收費策
略。

無意壟斷整個市場
聯通（0762）旗下聯通香港上周表

示，有意參與競投被收回重拍的3G頻
譜，並發展自家4G服務；聯通為電盈
（0008）第二大股東，持有約18% 股
權，並藉與香港電訊合作，以虛擬營
運商（MVMO）的方式提供服務。艾
維朗表示，不會就個別電訊商的舉動
作出回應。市場一直有參與者加入和
退出，為持續發展，公司會提供更多
增值服務，但無意壟斷整個市場。相
信消費者會按自身需求及能力選擇合
適的電訊商，盲目減價未必便可在市
場取勝。

或將成本轉嫁消費者
艾維朗指，為降低成本，數年前已

將部分後勤服務遷移內地，但內地工
資每年有雙位數增長，加上人民幣持

續升值，均對公司構成壓力，故視乎
通脹情況，不排除須將成本轉嫁消費
者，調整整體服務收費。他指，日後
完成收購CSL，將會按不同客戶需要
調整月費水平。

購CSL交易待通訊局審批
香港電訊收購CSL的交易仍有待通

訊局審批，其市場對手已向當局提交
諮詢文件，當中九倉（0004）旗下九
倉電訊表示反對通過該收購案。艾維
朗表示，據有關諮詢文件，認為市場
上主要競爭對手未有就交易作出反
對，期望當局能盡快通過審批。
香港電訊昨在沙田開立首間

「Smart Living Store」，提供智能家
居設計及家居自動化組合等服務，並
展開為期1個月的主體展覽，個人客
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永豪向傳媒介紹
有關產品，表示「Smart Living」是公
司今年發展重點之一，並認為個人佩
戴式電子產品市場龐大，未來會將智
能產品在分銷店上架銷售，公司與地
產承建商亦有合作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內房企陸續派發去年
成績表，表現普遍理想，其中於去年底上市，主力開發
廣東省的半新股時代地產（1233）去年純利9.87億元
（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1.72倍；董事會主席兼行
政總裁岑釗雄昨表示，公司將今年銷售目標提高，將今
年銷售目標為150億，較去年115億元增三成，又預料
今年房地產調控政策只會延續去年的措施，不會有大調
整。
岑釗雄稱，廣東省的城市規劃發展已幾近極限，因而

製造不少改造機會，加上政府提供優惠鼓勵市場參與改
造項目，相信廣東省的發展空間仍大，公司未來以廣州
住宅為發展核心，並以首次置業客戶為目標。

推15項目可售房源涉245億
同時，公司今年會重點推出15個項目，預計可售房

源合共245億元。對於今年首個月的銷售放緩至7億
元，岑釗雄表示，是由於農曆新年假期以及去年成績太
好而有所放鬆，不認為是行業前景有所改變。
同時，公司毛利率從2012年的28%，下跌至去年的

24%，財務部門主管牛霽旻指，主要是因為去年有新增
城市首次賣盤，而開價較低所造成，其價格將會低開高
走，相信毛利率會相應提升。另外，公司預計今年資本
開支不超過100億元。

融資以銀行低息貸款為主
至於淨槓桿率由2012年的116%降至去年的93%，期
望未來可控制在70%以內。牛霽旻表示，現時公司的主
要融資均為銀行低息貸款，其中只有20%屬息口較高的
信託類融資，而平均息率亦由2012年的9.67%，降至

去年的8.7%至8.9%水平。他期望未來可利用境外的融資平台，尤
其是取代成本高以及年期較短的境內非銀行貸款，亦會視乎情況
考慮是否需要發行新債。
時代地產昨日曾創上市新高的3.88港元，收報3.6港元，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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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鄧舸昨在北京表示，港澳資
金融機構在內地設立合資證券公司和合資證券投資諮詢機構，有
望在近期開始實施。此外還將適時啟動新設證券公司的審批。
鄧舸表示，中證監對相關的配套政策和審批程序作了研究，並

起草了有關辦法，將盡快發佈實施。
他稱，自實施之日起，申請人可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以及該實

施辦法，提交申請材料。下一步，中證監將適時研究上述相關政
策對其他外資金融機構的適用性。
鄧舸同時表示，內地與本港兩地基金互認工作，目前也已準備

就緒。

傳將重啟新設證券公司審批
他透露，中證監將及時完善證券公司設立監管和業務牌照管理

政策，適時啟動新設證券公司的審批。資料顯示，自1998年以
來，中證監沒有批設新的證券公司。

中證監：合資券商近期可申設

財經動態財經動態

香港文匯報訊 太古股份（0019）昨宣佈，白紀圖因為退
休，已辭任董事局主席及常務董事；史樂山獲選為董事局主
席，接替白紀圖先生的職務；及朱國樑獲任為常務董事。有
關辭任、選舉及委任於下月14日生效。
公告指，史樂山及朱國樑的年薪連同各項津貼分別為1016.71

萬元及492.2萬元，並可收取按表現發放的花紅，有權享有其他
實質福利和參與公積金計劃。史樂山先生獲提供房屋福利。
公告指，白紀圖確認，他並不知悉任何有關其離職而須知

會公司股東的事宜，並確認其呈辭乃基於其退休。他並確
認，他並不知悉與公司董事局有任何意見分歧。白紀圖2006
年2月1日獲委董事局主席及董事。

史樂山年薪1017萬任太古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永亨銀行（0302）昨宣布，主要股東與華
僑銀行就可能收購要約一事，再度延期獨家協議期限至3月
31日，原擬於3月3日前尋求落實有關收購條款；此階段尚未
訂立具約束力協議。該行未有透露延期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銳 濮沁 四川報道）中石化
（0386）周三在油品銷售業務引入上限為30%的民資，其
實，集團下屬公司在嘗試混合所有制經營方面，早有先例，
四川中石化在引入民資方面早有嘗試。
早在2010年，四川民企富臨運業就與中石化合資成立中石

化綿陽富臨成品油氣經營有限公司，經營成品油的零售及配
送。富臨運業以旗下綿陽綿三加油站和綿陽南橋加油站實物
資產及土地使用權評估價值作為出資2,520萬元（人民幣，下
同），佔新公司成立資金3,600萬元中的70%，中石化綿陽公
司則以現金出資1080萬元，佔新公司30%的股權。
到目前，富臨運業在聯營公司中的控股比例已降到30%，並

且公司還處於虧損中，2012年全年公司共虧損98.95萬元。但是，
該企業負責人也表示，如果這次中石化的改革能夠放開上游油
氣資源，他們還是很願意繼續合資控股新的加油站。」
中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表示，目前還沒有接到集團的具體

方案，在四川如何落實還有待安排，但是已經有不少民企對
進入油品銷售領域的巨大興趣。

永亨再延與華僑銀行談判期限

川中石化早試行混合所有制

■思捷行政總裁馬浩思(左)強調，下半年度業績表現還受多項不明朗因素影響，並指未來經營環境充滿挑
戰。 蔡明曄攝

■香港電訊董事總經理艾維朗（左）、個人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永豪。
陳遠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表示，中
石化（0386）建議對油品銷售業務板塊引入社會和
民營資本參股，這對該公司及其母公司中石化集團
具有正面的信用影響。此舉可支持該業務板塊的未
來增長，並緩解集團的融資壓力，但對上述兩家公
司同為「Aa3/穩定」的評級沒有即時的評級影響。
中石化昨跌1.21%，收報6.54港元。
據公告，中石化計劃將對油品銷售業務板塊進行
重組，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中石化將允許社
會資本或民營資本在其油品銷售業務中持有至多
30%的股份，從而分散目前的股權結構。

穆迪副總裁、高級分析師魯振懿表示，估計該建議
可能可吸引最多人民幣800億元左右的社會和民營資
本，是該業務板塊2012年資本支出（人民幣270億元）
的3倍左右。因此，上述社會和民營資本能够對油品
銷售業務板塊的未來增長帶來強有力的支持。
根據油品銷售業務板塊的資產和負債推斷，截至2013

年6月30日該板塊的賬面淨資產為人民幣1,790億元
左右。假設市淨率為1.5，也就是美國瓦萊羅能源公司
（ValeroEnergyCorporation和美國特索羅石油公司
（TesoroCorporation）等國際獨立煉油與銷售公司的
平均市淨率，該板塊的市值可能為人民幣2,690億元。

料可緩解整體融資壓力
魯振懿稱，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也可緩解中石

化的整體融資壓力，為公司在上游油氣開發等戰略重
要性和盈利能力較高業務的投資提供部分資金。中石
化2013年的資本支出計劃約人民幣1,800億元。
穆迪同時預計，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將提升該板

塊的盈利能力和效率，因為投資者將更為關注其投
資回報。
穆迪副總裁及負責中石化股份的本地市場分析師

胡凱表示，過去幾年，銷售業務板塊的運營利潤率
雖然較薄，但是相當穩定在3%左右。儘管如此，
公司有可能進一步提高其效率和盈利能力，例如是
通過積極推動其非油品業務來實現這一目標。

穆迪：中石化引民資正面

■■中國海外持中國海外持9898號牌競價號牌競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