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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壯資本 工行創先河
中銀監准實施資本管理高級方法

3香港S5合約最低月費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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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日本迅銷
（6288）昨日下調全年業績預期，將今年整體營
業利潤預估由上次預測的1,560億日圓下調至
1,455億日圓（約143億美元）。此前公司上半
財年淨利潤下滑1.4%，原因是其匯率交易的收
益下滑。公司又因消費者青睞打折商品，下調旗
下優衣庫（Uniqlo）休閒服飾的日本銷售預估，
預期其店面營收由7,200億日圓下調至7,150億日
圓。今年的銷售成本將高於最初預期，因招聘兼
職員工的廣告費用增加，銷售成本上升。

積極擴張海外門店
日本去年冬天出現多年來最大的幾場降雪，帶

動日本國內市場冬裝旺銷，但迅銷旗下優衣庫在
日本門店利潤率卻一直下降。現時優衣庫於日本
國內幾乎於每家大型商場和購物區均有開設門
店，若要增長需依賴海外擴張，故公司目前正全
力於海外多方推進。該公司在德國第一家門店已
開業，下周於墨爾本開首家門店，到夏末將在美
國開設5家新門店。
若按迅銷要達到2020年由當前的第四升至全

球最暢銷服裝品牌的目標，未來數年每年要在美
國開設20至30家門店。

中期少賺1.4%
迅銷向來積極拓展大中華地區，目標在8月底
財年結束時營收可跳增30%以上，並提升利潤
率，屆時於內地將有374家分店。目前投資者正
關注迅銷能否維持優衣庫海外業務的盈利能力。

迅銷昨公布截至2月底的中期業績，收入淨額按年跌
1.4%至645.6億日圓，銷售淨額按年升24.3%至7,643.5億
日圓，經營收入較上年同期增加6.8%至1,032億日圓。
日本優衣庫於期內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均錄增長，銷售

額及經營收入分別為4,055億日圓及702億日圓，分別按年
升4.7%及1.8%，同店銷售額錄得2.2%增長。海外優衣庫
銷售淨額及經營收入錄得大幅增長，日本以外的優衣庫業
務合共錄得銷售淨額2,320億日圓，按年增77.6%，經營收
入則達280億日圓，按年增75.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和記電訊香港（0215）旗
下3香港宣布，於今日（4月11日）起發售三星智能手機
Galaxy S5，並公布上台計劃，合約期為24個月，數據量介
乎500MB到5GB之間。如選擇最低月費168元，機價為
3,699元，需預繳1,600元。最高月費為448元，機價為
零，但需預繳5,299元。
3香港又宣布，上台購買Galaxy S5，可以優惠價購買

Gear 2、Gear 2 Neo及Gear Fit佩戴裝置，並可選用每月
優惠或單次優惠方式購買，最低月費為58元，優惠價為
1,398 元。此外，3 香港亦將夥拍食譜網「日日煮」
（DayDayCook）推出應用服務程式，新上台客戶月費為
18元，用戶可透過服務瀏覽3,000款食譜及餐飲折扣優惠。

宇培簽2.5億美元融資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上海宇培昨公布，已與
RRJ Capital（RRJ）及獅誠控股管理的投資機構簽署了一
項募資金額為2.5億美元的融資協議。此輪融資，以及去年
凱雷集團攜手The Townsend Group對宇培提供的2億美元
融資，完成了該公司在可見未來拓展全國倉儲物業所需的
股權融資。公司指，已在內地物流行業獲得顯著增長，並
將加速完成於2017年擁有和經營總出租面積超過340萬平
方米的全國物流倉庫網路發展計劃。

利邦委任新行政總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利邦（0891）昨公布委任

Richard Cohen為行政總裁。集團董事總經理王日明將擢升
為馮氏零售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並繼續留任利邦董事
會，擔任非執行董事一職。兩項委任由今年5月22日起生
效。

工行昨表示，該行將使用內部模型
計算風險加權資產和資本充足

率，並將風險計量結果持續、有效地
應用於內部管理。該行指，新的資本
管理方法獲批，標誌着該行風險管控
水平又邁上一個新台階。目前，工行
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等已經完成相關
建設並投產應用，計量成果已在經營
管理中得到廣泛應用。

有效降低風險加權資產
據工行剛公布的去年度業績，該行
資本充足比率為13.12%，核心一級資
本充足比率10.57%。
中金公司最新研究報告認為，中銀
監實施資本管理高級辦法堪比優先股
的利好，高級法能提升中行核心一級
資本0.5至1個百分點，普通股股權融
資壓力蕩然無存。資本監管已全面進
入放鬆周期。
報告認為，相比現行權重法，新辦
法能有效降低風險加權資產，尤其是
按揭貸款的風險權重系數，從而提升

銀行各口徑下的資本充足水平。

新法賦銀行更大自主權
銀監會此前頒布的《商業銀行資本

管理辦法（試行）》鼓勵符合條件的
銀行採用高級方法計量資本，要求按
照科學規範的方法開發風險計量工
具。招商證券金融行業分析師羅毅認
為，新的資本管理方法給予銀行更大
自主權，節省了與監管層的溝通成
本，可促進銀行轉型和業務拓展，亦
會鼓勵其對小微企業的扶持。
工行2012年曾採用內評法測算，核
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較權重法提高近一
個百分點。銀河證券銀行業分析師黃
斌輝表示，內評法對不同銀行資本充
足率的提升存在差異，這和各個銀行
的資產結構、風險狀況相關。

對銀行風控提更高要求
羅毅認為，新內評法實施是監管權

限下放和銀行更加市場化的體現，但
對於銀行的風控要求更大。
黃斌輝亦表示，實施內評法後，銀

行風險管理與日常經營的聯繫更加密

切，不同銀行資產組合的風險、資產
質量的差異會反映在資本消耗上，從
而銀行需要根據資本充足狀況調整資
產組合。
對於實施內評法後，需要注意的問

題，黃斌輝認為，內評法的關鍵參

數，比如違約率、違約損失率，在經
濟周期不同階段表現不同。基於內評
法測算的資本充足率對於經濟周期波
動更加敏感，在經濟下行周期中，內
評法亦可能使銀行資本充足率下行較
權重法更大。

香港文匯報訊 工商銀行

（1398）昨表示，已於近日獲

中國銀監會批准，成為首批獲

准實施資本管理高級方法的商

業銀行。之後，中國銀行

（3988）和交通銀行（3328）

也公布獲准實施資本管理高級

方法。分析指該方法的實施會

提升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給商業銀行更大自主權。

五大內銀去年營運狀況(人民幣元)
項目 工行(1398) 建行(0939) 農行(1288) 中行(3988) 交行(3328)
資產總額 18.92萬億(+7.8%) 15.36萬億(+9.95%) 14.56萬億(+9.9%) 13.87萬億(+9.41%) 5.96萬億(+13%)
純利 2,626.49億(+10.1%) 2,146.57億(+11.1%) 1,663.15億(+14.6%) 1,569.1億(+12.4%) 622.95億(+6.7%)
每股派息 0.26元 0.3元 0.177元 0.196元 0.26元
不良貸款 936.9億(+25.6%) 852.6億(+14.3%) 877.8億(+2.25%) 733億(+12%) 343.1億(+27.1%)
不良貸款比率 0.94%(+0.09%) 0.99(+-0%) 1.22%(-0.11%) 0.96%(+0.01%) 1.05%(+0.13%)
淨利息收益率 2.57厘(-9b.p.) 2.74厘(-1b.p.) 2.79厘(-2b.p.) 2.24厘(+9b.p.) 2.52厘(-7b.p.)
資本充足比率 13.12% 13.34% 11.86% 12.46% 12.08%
核心一級資本 10.57% 10.75% 9.25% 9.69% 9.76%
充足比率

■工商銀行成為首批獲准實施資本管理高級方法的商業銀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
慢）近期新股市場冷風持續，昨
日出席萬洲國際（0288）推介會
的消息人士指，機構投資者意向
及反應良好，初步估計國際配售

部分足額，惟多以較低價位「入
飛」。耀才證券行政總裁陳啟峰亦表
示，由於近期新股市況欠佳，預計萬
洲國際有機會以下限定價，加上公司
業務對散戶的吸引力不大，公開發售
部分認購可能不足額。
初步銷售文件顯示，萬洲於下周二
（15日）至22日公開招股，30日掛
牌。其已聘請多達30家承銷商，多於
早前市傳的28至29家，其中聯席保薦
人為中銀國際、摩根士丹利、渣打、

中信國際、高盛、瑞銀及星展。

每手500股入場費5682元
市傳該公司將發行36.6億股股票，

其中20%是來自現有股東所持股票，
招股價介乎8元至11.25元，相對2014
年預測市盈率為15至20.8倍，集資最
多約326億元；每手交易股數暫定為
500股，入場費為5,681.7元。另有消
息指，是次IPO籌資將不超過53億美
元（約413.4億港元），但需求強勁，
可增售20%的股票，使總發行規模達
至64億美元（約499.2億港元）。增
售股票將來自現有股東，惟目前尚未
知哪些股東會轉售股票。
萬洲是次集資所得的大部分，將用

作償還公司在8個月前收購美國最大豬
肉加工企業Smithfield時所借的債務。

國際配售部分超購約1倍
知情人士此前透露，萬洲國際已經

確定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GIC Pte.
Ltd。和挪威央行（Norges Bank）作
為錨定投資者，二者已同意大量認購
萬洲國際發行的股份，單計兩者認購
的金額，已令其國際配售部分超額認
購約1倍，但這些投資者最終是否全部
「落飛」，或是否全數確認認購規
模，仍有待觀察。

百奧欠承接每手蝕760元
另外，昨日首日上市的兒童網絡遊

戲開發商百奧家庭互動（2100），股
價逆暗盤價（跌2.3%收2.1元）平開
2.15元欠承接，即掉頭向下，午後低
見1.64元，全日收1.77元，較上市價
2.15元低38仙或近18%；成交2.24億
股，涉資4.24億元。不計手續費，每
手2,000股，賬面虧損760元。
百奧首席財務官楊家康表示，有信

心未來利潤可持續上升，或在去年經
調整純利2.27億元人民幣的基礎上再
創新高；預期毛利率則可維持較高水
平。公司過去3年的經調整純利年複合
增長率為 220.35%，去年毛利率由
68%升至76.5%。
他表示，公司沒有被其他公司收購的

計劃，暫時亦無可披露的併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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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洲國際配售多低價位「入飛」

先施引入韓流吸年輕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韓風
襲港，連百年品牌先施百貨（0244）
亦要引入韓流。先施銅鑼灣新舖昨正
式開幕，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馬景
煊指，過去半年先後於中環、旺角及
銅鑼灣開新舖，去年更引入韓國服
裝，又舉辦「Fashion Seoul大激戰」
的時裝企劃，為品牌改變形象，走年
輕現代路線。下月新家庭用品網購網
站更會開始營運，迎合網購潮流。

新加韓牌初步反應好
半年連開3舖，銅鑼灣新舖面積逾2
萬平方呎，裝潢設計明顯較以往亮

麗。不過銅鑼灣同業激烈競爭，不乏
大型韓牌進駐。面對比較及挑戰，馬
景煊不怕貨比貨，認為雖「考入貨眼
光」，但近年公司轉型擴闊客路，
「予人上進的感覺」，過去幾月銷售
亦不斷上升。銅鑼灣新舖雖暫未達銷
售目標，但陸續有推廣活動，亦可為
客人提供多一個韓服選擇。
他指，以往集團主打歐陸品牌，現新

加韓牌，初步反應非常好，已調整產品
比例，韓服佔達10%至15%。未來或再
增韓國採購部分，並透露韓牌服裝平均
價只為歐陸品牌的一半，可助公司拓展
較低及年輕消費群。馬氏表示，雖然今

年零售市道欠佳，推長新舖的回本期，
預計每間新舖需兩三年收支平衡，但對
3間新舖及公司前景有信心。

租金加幅勁扭虧需時
他強調，新舖租約平均長達8至10

年，屬中長期發展，有信心留住長期
客戶及培育新客，若有適當地點會考
慮再開新舖，但暫未有新計劃。談及
集團早前曾發盈警，他指主因「新舖
租金加幅強烈」，認為新舖需時兩三
年追租值，故扭虧需時。至於同店銷
售則因3月及4月均非零售旺季，故預
期下半年表現會較佳，但初步新舖不

用太多減價折扣已反應不錯，但整體
仍受內地淡化消費及股市波動影響。
對於本港有反對內地個人遊旅客來

港的「驅蝗行動」，馬景煊表示不支
持該等行動，香港乃自由貿易區，應
歡迎不同人士，接待旅客乃本港光
榮，歧視行為影響本港聲譽。現時內
地客只佔整體的10%，僅得旺角新世
紀店內地客比重較大，故影響不大。
問及政府若限制內地旅客數量，他認
為仍需待政府公布，但商界已建議作
多區發展做好零售業，未來更有港珠
澳大橋的開通，若限制將阻礙多個行
業發展。
先施截至去年8月底的中期虧損擴大至

3,279.7萬元，公司早前發盈警指，截至
今年2月底止財政年度將錄得大幅虧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