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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多賺11% 市場嫌少
全年盈利45.5億 LME貢獻3.26億

港交所收入概況
項目 13年(億元) 12年(億元) 變動(%)
現貨市場 24.55 22.03 +11
股票及衍生產品 16.62 15.99 +4
商品 12.10 0.74 +1535
結算 24.52 22.01 +11
平台及基礎設施 3.47 3.54 -2
公司項目 0.05 0.01 +400
總額 81.31 64.32 +26
純利 45.52 40.84 +11
收入 87.23 72.11 +21
營運支出 27.77 19.57 +42
末期息 1.72 1.46 +18

美銀美林：長實核心料多賺9%

麥格理發表報告指，原預測港交
所盈利會增長13%，全年派息

亦較預測的少，由於考慮到其估值
已被高估，收購LME後的股本回報
率亦出現結構性下調，故重申其
「跑輸大市」的評級，目標價只有
103元，較港交所昨日的收市價
120.8元，有近15%的折讓。

去年營運支出大升42%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該
行去年營運支出大升42%，但撇除
LME的營運支出後，實際只上升
4%，預期隨LMEClear在今年9
月開始營運後，開支會再上升，因
要增聘相關人手，但認為整體成本
的增幅，不會如去年般大。
他又強調，LMEClear 首日營
運，即可錄得盈利，預期未來
LME的盈利貢獻會非常強勁，其
經營利潤率將貼近港交所水平。至
於市場人士最關心的LME訴訟問
題，李小加稱，有關LME的訴訟
費用，約為1500萬元，港交所未

有就此撥備，相信今
年的訴訟費用不會特
別少。同時，港交所
今年會在香港推出
LME平台上的產品。
對於今年IPO市場

的情況，他希望可以
延續去年的良好勢
頭，但難以預測新股
集資的市場排名，目
前上市申請的情況尚
算不錯。至於股市的
成交方面，現時成交量較去年第四
季改善，但卻差於去年同期。除非
本港有高頻買賣、市場互聯互通，
加上市場氣氛顯著改善，否則成交
量不會有大增長。

拒評阿里巴巴上市進展
李小加一再被追問阿里巴巴上市

的情況，他拒絕再談論個別新股情
況，待有消息便會公布。另有分析
員質疑港交所缺乏增長引擎，李小
加否認，並指公司有強勁業務作動

力，現時亦盡量簡化上市程序，以
吸引海外公司來港。
李小加在業績報告中再重申，

該所今年優先的工作，包括建立
市場互聯互通、推進市場架構及
秩序改革，同時亦會繼續發展及
優化各項平台基礎設施。他又提
到，為提高港股的運作效率及抵
禦風險能力，正研究多項市場架
構改革，包括收市競價時段及漲
跌停板機制，並計劃在適當時候
諮詢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388)昨公
布2013年度業績，純利為45.52億元，同比升
11%，派末期息1.72元，比去年增加18%。港交
所指出，盈利上升逾一成，主要受倫敦金屬交易
所(LME)貢獻了3.26億元所帶動，加上期內成交
量上升使交易費增加，但投資收益減少、折舊及
攤銷增加，以及為收購 LME而產生的融資成本，
抵銷了有關增幅。不過，市場仍然認為，該所的
業績不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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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新股浪接浪，內地
小微財務公司瀚華金控(3903)擬於本周五(28日)起
招股。據悉，公司計劃發行9.88億股H股，招股
價介乎2.28元至2.88元，每手1,000股，入場費
約2,909元，集資額介乎22.53億至28.45億元，
計及15%的超額配售權，集資最多32.7億元。公
司將於下月13日掛牌。安排行為中金香港證券及
中國銀河國際。

發行988億H股集資逾22.53億元
瀚華金控是次集資所得70%將用作發展小微借貸

業務，餘下則分別用作發展信用擔保及開發新型貸
款服務。據銷售文件顯示，公司已引入山東國有資
產投資控股及君陽太陽能(0397)為基礎投資者，分
別認購3,000萬及1,000萬美元股份。
另外，據路透社消息指，計劃在2014年至2016

年間在香港H股實現整體上市的聯想控股，旗下
企業近日已陸續啟動IPO前的環保核查，這代表
其H股上市之路將近。

聯想控股啟動IPO前環保核查
報道指，安徽環保廳和河北省承德市環保局日

前刊登公示，已受理聯想控股的H股首次公開發
行股票的環保核查申請，核查範圍為兩家酒業公
司，均屬於聯想控股旗下的豐聯集團。
而豐聯集團作為聯想控股成員企業，為一家專

事經營與管理酒水品牌的公司，尤以白酒業務為
重點。但從母公司聯想控股層面來看，豐聯集團
只是聯想控股旗下三大業務板塊體系中的一個小
分支。
聯想控股採用母公司的組織架構，業務佈局包

括核心資產運營、資產管理、「聯想之星」孵化器
投資三大板塊。其中核心資產運營包括IT、房地
產、消費與現代服務、化工新材料、現代農業五大
行業，目前旗下企業包括：聯想集團(0992)、融科
智地、豐聯集團、神州租車等企業。財務數據顯
示，2012年，聯想控股綜合營業額達2,266億元人
民幣。

保利文化料超購逾500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內地經
營拍賣行業的保利文化(3636)昨孖展截
止，雖然受到銀行「閂水喉」影響，10
間券商合共為其借出385.71億元孖展
額，相當於公開發售超額認購近150
倍；但市場料其公開發售可超購達500
至600倍，凍結資金更有機會達1,543
億元，超越信達(1359)的1,540億元。

保利文化昨日最後一日孖展收飛，雖有
銀行願意「放水」，但市場資金供應仍未
完全恢復正常，故仍有券商在未能取得銀
行融資下，以內部資源提供孖展額或不提
供保利文化孖展認購服務；總結10間券
商合共為其借出385.71億元孖展額。

現金認購多料膺「凍資王」

該股孖展額因「水緊」而較預
期少，但據悉，以現金認購的投
資者亦為數不少，估計保利文化
公開發售可超購500至600倍，凍
結資金約 1,286 億元或 1,543 億
元，有望成為今年新股「凍資
王」，並可超越福壽園(1448)的
1,134.38億元或去年「凍資王」信
達的1,540億元。
鑑於惠生國際(1340)及保利
文化公開發售合共凍資可能
超過1,500億元，故今日招股
的內房企業陽光100(2608)，
將面對「缺水」危機；不過
有市場人士指，由於市場對內
房股興趣不大，故相信「缺
水」對陽光100招股影響不大。

陽光100今招股入場費4848元
由今日至下周三(3月5日)公開招

股的陽光100計劃發行5億股，佔
公司擴大後股本約25%。招股價範
圍介乎4元至4.8元，集資20億元
至24億元。每手1,000股，入場費
4,848.38元。該股預期於3月13日
掛牌；中金及花旗為聯席保薦人。
是次集資所得之60%將用於內地

收購新項目及發展土地、30%用於現有項
目發展的融資及10%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陽光100截至2013年首3季的物業銷

售收益減少3%至20.23億元人民幣；土
儲達1,170萬平方米。但其過去4年的毛
利率起伏不定，而去年頭三季毛利率按
年大跌10.6個百分點至24.3%。公司總
裁易小迪指，公司毛利率波動是由於過
去出售的項目中住宅佔比較高，但他
指，隨毛利較高的寫字樓佔出售的比
例逐步增加，料毛利率可有所改善。

中石化搶鏡 港股跌轉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昨日內地股市走勢波動，

港股亦表現反覆，先跌後反彈，在250天移動平均線前遇
阻，收市報22,437點，升120點或0.67%。有分析指出，今
日港股期指結算，預計在期指結算後港股走勢有望明朗。
港股昨日承接隔夜美股微跌的走勢低開19點，隨即跌至

全日的低位22,258點，下跌58點，午後內地股市反覆上
升，港股最高曾升185點至22,502點，重上250天移動平均
線，但最後後勁不繼，收市跌穿該平均線的22,470點，但
仍升120點。國企指數昨日收市報9,806點，升65點或
0.67%。港股昨日主板成交額達638億元。
藍籌股中，昨日以中石化（0386）表現最為搶眼，受該
公司董事長傅成玉稱其油氣銷售業務引入民營資本在「兩
會」期間將有進一步消息公布刺激，收市升4.08%至6.64
元。匯控（0005）昨日股價繼續受壓，收市跌0.61%至
81.15元；中移動（0941）收市則升0.14%至73.3元。
個別板塊方面，受比亞迪（1211）及華晨中國（1114）
旗下汽車入圍北京首批新能源車示範應用目錄，汽車板塊
昨日有炒作。其中比亞迪收市升9.62%至47.85元，股價創
出52周新高；東風集團（0489）亦升4.17%至10.24元，華
晨則升1%至12.16元。

分析員：期指今結算後料有方向
展望後市，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昨日表

示，近期港股缺乏方向，在50天移動平均線（昨日為
22,610點）遇到一定阻力，不過，預計在今日期指結算
後，港股走勢將趨向明朗。他說，3月份港股受「兩會」和
美聯儲召開議息會議等因素影響料波幅將擴大。他預計短
期港股的阻力為50天移動平均線的22,600點，而下跌的支
持位則為20天移動平均線22,100點。
沈慶洪續稱，近期大市缺乏方向，市場主要炒作個別板

塊，譬如新能源、醫藥板塊等。若「兩會」有新的消息出
台，不排除這些板塊會「翻兜」再炒。
長實（0001）、和黃（0013）將於明日公布業績，沈慶

洪認為，雖然若長和系業績理想，市場會挾高來炒，但對
大市的影響也要視乎其他股份的表現，他相信長和系業績
對大市影響不大。他續稱，目前市場比較關注和黃分拆屈
臣氏上市的進展。

■港交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中)預期，未來LME的盈利貢獻會非常強勁，其經營利潤率將貼近港交所
水平。 張偉民攝

■瀚華金控
董事長張國
祥。
張偉民 攝

■陽光100總裁易小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長
和系將於本周五公布2013年業績，
長實昨日逆市跌1元至118.2元，和
黃(0013)則跌0.4元報102元。花旗發
表報告，預測長實去年除和黃貢獻
後，核心盈利按年只微升1%至144
億元，主要受本港物業發展盈利下
跌拖累，但部分影響被出售收益所
抵銷。若計及和黃貢獻約147.67億
元，料長實整體盈利達 291.54 億
元，按年增7%。
花旗預測，長實3月份將有新一輪
強勁銷售，其全年銷售目標300億
元，涉及3,000個單位。該行重申給
予長實「買入」評級，目標價上調至
162.35元。
另外，美銀美林亦發表報告，料長

實去年基本盈利升14%，至 308億
元，主要受和黃業務增長及內地房產
業務帶動。
若扣除和黃貢獻，料長實盈利按年
升9%至154億元，全年派息每股達
3.36元。該行給予長實「買入」評
級，目標價141元。

花旗：和黃核心盈利料升一成
至於長實旗下的和黃業績，花旗發

表報告，預期和黃去年核心盈利會上
升一成，達到296億元，地產及基建
業務盈利均有改善，抵銷港口及赫斯
基能源業務疲弱的影響，3G的業務
盈利相信也能穩定增長。該行遂調升
和黃目標價，由113元至117元，評
級為「買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