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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上海商業銀行昨總
結2013年業績，受淨利息收入增加帶動，綜合稅後
淨盈利為17.9億元，較2012年增8.3%。銀行2013
年業績數據顯示，淨利息收入達22.1億元，按年上
升14.6%。2013年淨息差為1.68%，按年增加13點
子。行政總裁郭錫志指，銀行2014年首季淨息差按
年上升，又預料淨息差會較去年理想。

去年賺17.9億增8.3%
存貸方面，銀行2013年錄得客戶存款1,136億

元，按年增2.7%；放款總額則有624億元，按年增
15.6%。其貸存比率錄得54.9%，按年增逾6個百分

點，資本充足比率有19.6%。平均資產回報率為
1.27%，按年微升0.02個百分點；平均股東資金回報
率為8.99%，微升0.15個百分點。

香港貸款增長料放緩
人民幣業務方面，郭錫志覺得銀行現時提供的服
務具競爭力，短期內未有大舉「搶存款」計劃，現
階段以「保客戶」為本。他續稱，人民幣就算短期
內貶值，存款客戶仍能受惠於息口回報，長遠計，
幣值短暫跌幅理應無損人民幣需求。郭坦言銀行人
民幣產品仍處起步階段，人民幣存款約130億元，僅
佔總存款額10%左右，非銀行收入主要來源。

問及貸款生意，財資業務處總監黃冠球稱，銀行
放貸方針「貴精不貴多」，貸款增長穩定，同時比
其他銀行有較大資金儲備，故此能適度增加放款息
率。黃又言，金管局最近收緊貸款措施，要求銀行
定期（大約每月）公布其財務狀況，以符合穩定資
金要求（SFR），不會對銀行有重大影響。並預料
期內香港貸款增長會有所放緩。
管理層透露，銀行將進一步發展電子與電話銀

行，以配合用家需求；又強調銀行正計劃在內地、
香港和台灣三地增加分行數目，考慮適時推出三幣
信用卡，通用於三地，讓信用卡用戶可同時享有港
幣、新台幣與人民幣貸款額。

上海商業銀行「保客戶」為本

中移動料短期利潤降
「營改增」下月實施 電信商影響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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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亨銀行（0302）昨日召開股東周年大
會，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馮鈺斌會後會見記
者。問及面對永亨即將售盤予新加坡華僑銀
行（OCBC）有何感想，馮形容心情好比送親
生仔越洋讀書，雖然不捨，但此舉對其有
益，不可不為。

滿意華僑收購作價
馮鈺斌指，以前本地銀行可以各家各法，

各擅勝場，眼下經營環境比舊日困難，競爭
越趨激烈，市場「越做越窄」，又「感覺」
大股東馮氏家族甚有賣盤之意，坦言自己年
紀非輕，故此認為是時候「交出管理責
任」。至於何時正式交棒，今後身居何職，

馮表示會在適當時候公布，昨日未有交代詳情。
馮鈺斌認為華僑斥資近380億港元，高於永亨資產

賬面2倍，作價之高為近10年罕見。自2001年道亨被
星展收購以來，成交金額最高。馮對永亨滿有自信，
指買方華僑盛讚其管理有道，壞賬率低。他又笑言，
小股東昨在會上似乎表現高興，不覺賣盤可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孟謙

LVMH 7.8億購翡翠拉麵小籠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新加坡《海峽時報》
及《商業時報》報道指，全球高級消費品LVMH集團
旗下的私募基金L Capital Asia，以1億美元（7.8億港
元）作價收購新加坡連鎖食肆翡翠餐飲集團逾90%股
權，亦即翡翠拉麵小籠包母公司。收購後LVMH計劃
把翡翠餐飲拓展至中東及歐洲市場，最終安排上市。

拓歐洲中東市場再上市
《商業時報》指，翡翠餐飲集團未來將會加快擴

張，食肆將會運用LVMH就市場策略及品牌優勢，以
及與全球各地業主之網絡，於優勢地段擴充。集團亦
將開展歐洲及中東市場，最終將會上市。
翡翠餐飲集團主席葉耀東接受《商業時報》訪問時

指，年屆65歲的他認為自己不合適將集團推上另一階
段，又指「新買家於策劃、宣傳、推廣均勝一籌」。
翡翠餐飲集團去年收入2.5億美元，過去20年複合年
增長超過20%。葉耀東透露，公司財政健康，毋須再
集資，但承認過去幾年有點呆滯。
現時集團於香港以5個品牌，包括翡翠潮人潮食、
面面圓及翡翠雲臺等開設達21間分店。

富衛進軍菲律賓壽險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電訊盈科（0008）主
席李澤楷旗下經營保險業務的富衛集團昨日宣布，獲
批准於菲律賓經營壽險業務，是10年內首家進入該市
場的外資壽險公司。主席夏佳理表示，菲律賓保險市
場滲透率較低，近年中產人口上升及其可支配收入增
加，加上經濟增長穩定，當地保險業發展前景極具吸
引力。首席執行官黃清風指，料今年內可正式於菲律
賓展開營運，現正投資於資訊科技。

時富金融任吳公哲為執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時富金融（0510）昨
宣布，委任吳公哲為執行董事，負責集團企業管理及
營運監控。董事長關百豪稱讚新任執董擁有豐富經
驗，精於後勤營運、系統監控及企業管理，將幫助時
富金融轉型為「以高新科技為主軸的演算交易專
家」。該股份昨收報每股0.089元，升1.14%，成交額
28.02萬元。

國家財政部網站公布，為進一步完善稅制，釋放改革紅利，經
國務院批准，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於昨日印發《關於將電

信業納入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明確從今年6月1日
起，將電信業納入營改增試點範圍，實施差異化稅率。基礎電信
服務和增值電信服務分別適用11%和6%的稅率，為境外單位提供
電信業服務免徵增值稅。改革實施後，營業稅制中的郵電通信業
稅目將相應停止執行。

營運收入相應減少
中移動昨日發布公告，指母公司中移動集團被納入電信業營改

增試點。中移動表示，由於增值稅屬於價稅分離的價外稅，營改
增後，營運收入將相應減少。並指目前公司成本和資本開支中能
獲得的增值稅進項稅抵扣較少，如折舊攤銷、人工成本等項目不
能抵扣，營運支出和資本開支將略有下降，因此預計短期利潤將
受到較大的負面影響。由於資本開支的下降將相應減少以後年度
的折舊，因此對利潤的負面影響後續將有所降低。
按2013年度業績數據分析，中移動2013年營運收入中約57%為
基礎電信服務，約37%為增值電信服務，約6%為終端銷售。按照
該公司2013年抽樣調查數據模擬分析，並假設營改增於去年1月
起已經實施，如去年收入因營改增減少5.5%，支出減3.5%，則盈
利將減10.9%，屬模擬分析中最佳結果。不過，如收入減少
6.5%，支出減少2.5%，盈利將大縮18%。

長遠有助企業轉型
中移動還表示，營改增短期內將給公司業績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但長期來看有利於改善業務模式與營銷方式，促進企業發展轉型。
隨着試點行業的增加及企業進一步轉型，預計負面影響程度將逐年
減弱。

中電信料減30%利潤
中電信昨日亦公布收到營改增的通知，預料短期會對該公司的

經營利潤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中電信並假設100元（人民幣，下
同）的營業收入中，其中基礎電信和增值電信分別佔35元和65
元，若實施營改增，將影響利潤30.7%。
中電信指出，未來該公司將進一步加強經營管理，積極穩妥應
對國家稅制改革帶來的影響。有關舉措包括：一、優化發展模
式，完善定價機制、營銷模式和套餐設計等安排，提升收入及降
低銷項增值稅平均稅率；二、隨着該公司全面戰略轉型，預計增
值電信業務收入佔比將提升，降低銷項增值稅平均稅率；三、嚴
格管控成本，改善採購管理，降低成本及提高增值稅進項稅抵
扣；四、隨着國家營改增試點行業的不斷擴大，預計將有更多經
營成本和投資可獲增值稅進項稅抵扣；五、資本開支的進項稅抵
扣屬於時間差異，對當期利潤貢獻較少，但可降低固定資產賬面
成本，降低未來期間的折舊開支，提升該公司未來的利潤。

傳三大電信商組「國家基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內地財經網
報道，內地電信業將再重組，成立一個「國家
基站公司」，由內地三大電信營運商中移動
（0941）、中聯通（0762）和中電信（0728）
持股。電信商將不再自己建網，轉為租用基
站。營運商的存量基站、鐵塔、管道等亦將逐
步裝進這個超級基站公司。

營運商不再自建基站
財經網報道，「國家基站公司」成立後，第

一階段將把三大營運商的新建基站、鐵塔、管
道承攬下來，今後三大營運商不再自建基站，
轉為租用國家基站公司的基站，維護工作亦交
予國家基站公司。後期，將逐漸把營運商的存
量基站、鐵塔、管道等裝進這個國家基站公
司。鑒於未來3年中國正處於4G網絡建設的高
潮期，即使第一階段僅裝入新建基站，國家基

站公司的體量亦相當驚人。僅中移動，就規劃
在今年年底前建設50萬個4G基站。

券商料中移動失優勢
有券商認為，有關措施將令中移動失去優

勢，對中聯通和中電信有利。瑞銀表示，有關
消息對中移動的影響最負面，因為網絡覆蓋是
其最大資產，有關做法將降低中移動的競爭優
勢，但對於中聯通及中電信來說則屬好消息，
其中以中聯通最受惠。
摩根士丹利亦認為，有關消息對內地電信業

是利好，其中特別是聯通及中電信得益最大，
故維持對兩間公司「增持」的評級。
受有關消息刺激，昨日中聯通和中電信股價

表現標青，其中中聯通收市升5.87%至 11.9
元，中電信收市亦升3.11%至3.98元，中移動
收市僅升0.75%至73.7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拖延多時的內地電信業

營業稅改增值稅（簡稱營改增）試點方案昨日公布，於

今年6月1日起實施。有關措施對在港上市的內地三大

電信商中移動（0941）、中聯通（0762）和中電信

（0728）影響負面。其中中移動和中電信昨日發布公告

指出，預計公司短期利潤將受到較大的負面影響。

星展香港首季多賺20%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星展香港公布，今
年首季純利較去年同期上升20%至紀錄高位的17億
元。總收入上升4%至31億元。淨利息收入增加10%
至16億元，淨息差擴闊4個基點至1.57%。

集團淨利潤同創新高
期內，星展香港貸款增加12%，因為企業和貿易貸

款有所增長，但按揭貸款減少，抵銷前者部分升幅。
非利息收入變動不大，交易收益減少抵銷了來自財資
產品銷售和貿易與交易服務費收入之增幅。支出增加
4%至11億元，與收入增幅同步，成本收入比率維持
在35%。不良貸款比率輕微改善至0.5%。總體撥備減
少90%至2,500萬元，因一般撥備減少所致。

同時，星展集團整體淨利潤亦創歷史新高，達10.3
億新加坡元，較去年同期上升9%。集團首季整體總
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6%至歷史新高的24.5億新元，
主要由於淨利差、貸款額及來自客戶的非利息收入均
上升，升幅超過市場相關收入的跌幅。資產品質進一
步鞏固。首季淨利息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12%至14.9
億元，貸款增加13%至2,530億新元。增幅來自廣泛
業務，當中包括新加坡企業貸款、地區貿易貸款及有
抵押零售貸款。淨息差擴大兩個基本點至1.66%，為
近6個季度新高。

不良貸款比率跌至1%
因消除了一項重大風險，不良貸款比率由上一季的

1.1%下跌至1%。不良資產的提撥準備覆蓋率上升至
148%，如計入抵押品則上升至271%，兩者均創歷史
新高，上一季分別為135%和204%。
今年首季，星展集團市場相關業務的貢獻減少，令

非利息收入下跌3%至9.63億元。股票經紀佣金跟隨
市場交易量下降，投資銀行收入亦從偏高水準回落，
因去年獲得一宗大額交易。此外，交易收益因固定收
入市況未如理想減少。集團首季貿易與交易服務及財
富管理的服務費收入創歷史新高，信用卡及貸款業務
的服務費收入亦上升。上述升幅超過股票經紀佣金和
投資銀行收入的跌幅，總服務費收入創歷史新高的5.1
億元。財資客戶收入受企業、機構和個人客戶的業務
擴張所帶動，上升20%至歷史新高的3.55億元。

思捷第三季營業額跌9.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思捷環球（0330）昨
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第三季度業績，營業額按年跌
9.9%至60.52億元。公司指，營業額下降與總控制面
積（批發及零售合計）按年減少10.7%相符，總控制
面積減少是由於整頓批發客戶群及削減無盈利的零售
銷售面積，藉以提升盈利能力所致。首9個月總營業
額較去年同期下降7%至188.62億元，當中首9個月零
售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降3%至114.98億元，首9個月批
發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則降12.7%至72.21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現代人鍾情Google地
圖，全因只要有手機，可隨時定位及尋找目的地。近年
Google更新增室內地圖，提供商場樓層平面圖，打破街
景車局限。不過別以為只得海外科技巨頭才有創新科技，
香港科技大學早於2年前已投入逾千萬元，研發名為
「Whereami」的室內GPS手機應用程式，更獲機管局支
持於機場內公共空間定位，亦於科大校園試行。系統未
來將融合商業活動，與商場合作，為客人提供精準室內

定位及商戶推廣，開出另類「財路」。

記錄喜好增推廣成效
項目開發者科大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教授陳雙幸指，

現代人有70%以上時間均留於室內，加上本港多大型商
場，室內迷路經常發生。「Whereami」就可為商場客戶
定位，以及按場所的樓層平面圖將場內重要設施，包括
商店及餐飲等顯示於3D地圖內，客人只要使用商場配備

的無線寬頻（Wi-Fi）即可輕易找出目的地。
他指以往商場商家會以優惠券推廣，卻未必可以接
觸到實際潛在客人，費時失事。「Whereami」一方面
可為場內商店加入推廣優惠，當客人搜尋地點同時告
知商店優惠，較一般地圖僅得商家位置方便。另一方
面系統會記錄個別手機用戶喜好，提升配對成數，達
至更高推廣成效，未來「Whereami」或與搜尋引擎商
合作。
對於Google地圖曾惹來侵犯私隱指責，陳雙幸強調

現時「Whereami」不會以相片形式記錄場內環境，故
不會造成侵犯私隱問題。現時「Whereami」的科大校
園版android手機應用程式已公開下載。

科大研室內導航助商戶推廣

雙重徵稅 電訊業最不利
內地電信營業稅將改為徵收增值稅，分析指

消息將打擊中移動（0941）盈利，料該股短期
或下試65元。

新鴻基金融高級分析師李惠嫻表示，「營改
增」對中移動的直接影響，是該公司很多資本
開支以後皆不可作免稅之用，這將大大增加該
公司的成本，減低實質盈利。具體影響要深入
計算，但其今年的稅後盈利或下降約一成。

她續指「營改增」其實是為了雙重徵稅，尤
其對中小企有扶持作用。不過對高資本開支的
電訊業最不利，且幾乎沒正面的影響，當中尤

以中移動受到最大打擊，故相信該股在周五或
面對龐大沽壓。

除「營改增」外，中移動面臨眾多不利因
素，包括短訊業務被微信等蠶食、大量的增值
服務不能扣稅、基站建設對該股不利、建4G
網絡使開支大增、手機補貼影響盈利、同業競
爭愈趨激烈等，短線可謂無任何利好該股的因
素。故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中移動
短期或下試65元。至於聯通（0762）及中電信
（0728）影響相對輕微，股價或分別下試10元
及3.6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郭錫志(右)預料銀行淨息差會較去年理想。 謝孟謙 攝

■中國移
動預料短
期利潤將
受到較大
的負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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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鈺斌滿
意華僑銀行
的 收 購 作
價。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