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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季績錄高單位數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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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渝置地4月賣樓金額跌22%

長汽哈弗H8再延遲上市港人認為活得豐盛需7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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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蔡
明曄）英皇鐘
錶（0887）主
席楊諾思昨日
出席股東大會
後表示，剛過
去的五一假
期，銷情與平
日周末相若。
行業一向期望

下半年表現比上半年要好，當中由於十一黃金周和聖誕
節在下半年，所以消費氣氛會較上半年濃厚。然而今年
行業市況不理想，所以目前仍難以預期下半年銷情。

手錶生意穩定
公司投資者關係部總監陸文靜認為，香港銷售一向穩

健，以過去一年為例，雖然市道不好，但公司仍有增
長。在過去幾個月亦一樣，當中尤以30萬元以下產品，
銷售仍保持增長。楊諾思續指，見到二線的舖位人流的
確差了，但由於公司店舖主要在一線較旺的地段，所以

不見人流減少，但相對單價確實有下降。不過香港的生意大部分
來自手錶市場，30萬元以下的手錶銷情一直穩步向上，亦是公司
的重要收入來源，加上本身手錶的生意的特別之處，在於香港和
內地的差價有近20%或以上，所以生意相對很穩定。
另外在開舖方面，陸文靜指公司不會放緩開店步伐，今年會繼

續維持在港開2間至3間舖的目標。在內地方面，楊諾思指見到內
地經濟開始放緩，集團在內地市場的發展亦更謹慎。內地反貪措
施主要影響高級錶的銷情，未來開店會以珠寶業務為主。陸文靜
續指未來在中國預期會多開5間至10間店舖，並集中拓展2、3線
城市的市場，包括鄭州、江蘇、武漢和重慶等地。不過由於集團
生意主要是來自香港，所以開店的發展仍會以香港為先。
楊諾思表示，公司6月份會推出萬元級別的新珠寶系列，以迎
合趨向大眾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長城汽車( 2333)將再次延遲其哈弗H8車型推出市
場，因其仍未達到商品車交付的條件。該公司原本計劃今年1月將哈
弗H8上市，但其後決定推遲三個月才上市，以進行優先及提升。公
司的聲明稱，於4月舉行的北京車展期間，哈弗H8得到業界及用戶
的關注。但是通過近期交付後，客戶反映車輛在高速情況下，傳動
系統存在敲擊音，影響了整車品質，達不到商品車交付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慢）中渝置地(1224)公佈截至2014年4
月末經審核之營運數據。期間，公司錄得之合約銷售金額約為
4.97億元(人民幣，下同)，已售建築面積約 51,300 平方米，兩者
跟去年同期比較分別下跌約22% 及31%。 公司1月至4月累計之
合約銷售金額約為22億元，而已售建築面積約25.9萬平方米，兩
者跟去年同期比較分別下跌約27% 及25%。

渣打財務董事麥定思昨於電話會
議上表示，預計下半年各業務

具良好增長動力，邊際利潤率回穩，
加上去年下半年比較基數較低，故對
集團前景充滿信心。

印度印尼貨幣貶值影響大
外界關注集團重組方案，麥定思亦

將於年中前離職，他昨回應指，首季
員工數目有輕微增長，集團將繼續嚴
格控制成本，投放更多資源於企業銀
行及科技方面。至於接任人方面，他
指，現階段仍在尋找合適的人選，但
進度良好，時機成熟便會對外公佈。
渣打去年全年盈利錄上市10年以

來首次倒退，今年首季業績報告披
露，由於市況自去年第4季開始轉
差，弱勢持續至今年4月及5月。渣
打的新興市場業務佔比較重，持續受
印度盧比及印尼盾貨幣貶值影響，首
季經營溢利錄得高單位數跌幅。但若
按固定匯率計算，則錄得中單位數跌
幅。
雖首季毛利率已穩定下來，但仍

維持低水平。至於集團首季收入亦
如市場預期，錄低單位數跌幅。若
按固定匯率計算，收入有輕微上
升。整體業務方面，金融市場業務
表現疲弱，尤其是利率業務。貸款
減值雖錄得低單位數增長，但並未

構成重大壓力。

韓國業務減值撥備料續增
地區業務表現方面，韓國市場的

收入按年下跌約1.1億美元，抵銷其
他市場的業務增長。若撇除韓國市
場，首季收入與去年相若。麥定思表
示，仍然維持去年對韓國業務的看

法，預期相關減值撥備將繼續增加，
並會陸續退出當地無抵押業務，料首
季收入已下跌約1.1億美元，下半年
仍會對集團整體表現帶來負面影響。
故集團重組韓國業務的計劃將繼續進
行。
另外，渣打預計，今年亦需繳交

3.5億美元的英國銀行徵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受新興市場表現欠佳拖累，

渣打(2888)昨公佈首季整體經營溢利按年錄高單位數跌幅，個

人銀行首季經營溢利跌逾15%，其中韓國業務表現強差人

意，抵銷其他市場的增長。行政總裁冼博德表示，集團至今

表現仍符合預期，對下半年的展望樂觀，集團已於4月1日完

成重組計劃，相信新變動更能突出策略性項目，為集團帶來

盈利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雅居樂地
產(3383)宣佈，與麗陽機構
（Tropicana Corporation
Berhad）合作，以總代價約
4.48億馬來西亞林吉特（折
合約人民幣8.55億元）購入
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地
塊。地塊佔地面積為1.27萬
平方米，預計建築面積為
12.7萬平方米，樓面地價為
每平方米人民幣6,716元。
地塊位於吉隆坡市中心
Bukit Bintang，鄰近皇家高
爾夫球場、博物館、酒店、
醫院等配套設施，交通便
捷，往來吉隆坡市中心雙子
塔僅需約15分鐘車程。
麗陽機構於馬來西亞股票

交易所主板上市，雅居樂及
麗陽機構分別持有合資公司
的70%及30%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
AXA安盛發表的「AXA安盛生活指
數」調查結果發現，香港人認為健
康、健康的精神狀況及財富是實現安
穩及豐盛生活的三大重要因素。當中
又以健康最為重要，是達致安穩及豐
盛生活的先決條件。同時，港人認為
需要536萬元資產才能感到生活安
穩，需近700萬元才能活得豐盛，兩
者分別比去年下降28%及37%。

重身心健康多於物質
該指數反映香港人在受訪期間的
生活是否安穩和豐盛，以及他們實
現安穩和豐盛生活的先決因素。指
數以100為最高分，是次調查所得

的「AXA安盛生活指數」為63，比
去年上升1分。至於今年港人認為
達到生活安穩的所需金額比去年
少，首席市務及策略總監黃瑞雯認
為，金額下跌反映受訪者更加着重
身心健康，多於物質滿足。
報告又提到，27%受訪者最渴望

達到的目標為安享退休生活，愈年
長的受訪者愈希望達到此目標。較
年輕的受訪者，即18歲至34歲的受
訪者最渴望達到的目標則為旅遊及
置業，兩個選項於上述的年齡群均
達50%以上。
對於如何達到財富目標，仍然有

較多的受訪者透過固定的儲蓄計劃
或小心控制自己開支以達到目標，

兩者佔比分別達73%及69%。但只
有少於20%受訪者表示對退休有足
夠準備，受訪者預期自己在退休時
平均累積257萬元，較實現安穩生活
所需536萬元，差距多達279萬元。
另外，黃瑞雯指出，內地客來港

購買保險的意慾未有受到內地與香
港兩地矛盾影響，2014年保監會公
佈的數據顯示，內地客購買香港保
險佔新保單16%。公司將在本月中
推出新增的中高級醫保產品捕捉上
升需求。
AXA安盛生活指數調查於今年3

月進行，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1,004
人，年齡介乎18歲至54歲，個人月
入超過1.5萬元。

■受新興市場表現欠佳拖累，渣打首季整體經營溢利按年錄高單位數跌幅。
圖為香港渣打銀行的分行。 資料圖片

■英皇鐘錶主席楊諾思(中)表示，五一假
期銷情與平日周末相若。 蔡明曄 攝

■責任編輯：馮雪婷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香港興
業」)的企業義工隊「興業心連心」日前
與20位來自深水和長沙灣基層家庭的
兒童，一同學習演奏非洲鼓，並製作富
民族特色的飾物。
是次「非」常鼓樂工作坊由「興業心
連心」主辦，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協辦，
特別為受助於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中
心的6至12歲小朋友而設。
鼓樂是無分性別、膚色和年齡的世界
語言，能夠傳遞正面能量，而且鼓舞人
心，並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小朋友
們在義工的協助下製作非洲特色飾物和

參與面繪環節，樂趣無窮。其後，在非
洲專業敲擊樂導師Makha Diop及其團
隊的帶領下，小朋友和義工認識非洲鼓
(djembe)的敲擊技巧，更進行鼓樂大合
奏，體驗非洲鼓的強勁節拍。大部分
「興業心連心」義工及參加的小朋友均
是初次接觸非洲鼓，他們都覺得是次工
作坊讓他們享受不一樣的文化體驗。
香港興業和「興業心連心」義工會繼
續透過各種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盡展所
長，熱心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一群，為
他們送上關懷，從而積極回饋社區，在
義工服務中體現關愛精神。

活動當日，由約60名「合和心．連心」義工及其親友組成的
義工團隊，聯同其他政府部門、團體及企業機構一起參與植

樹活動。

種約8,000棵樹苗 推動環境綠化
在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工作人員帶領下，「合和心．連心」義工

於元朗大棠的植林區內，攜手栽種約500棵樹苗，包括楓香、大
頭茶、黧蒴錐、石斑木及米碎花等多個品種，為綠化環境出一分
力。今年，所有參加者，包括600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及350名義工，合力於香港植樹日2014栽種約8,000棵樹苗。
合和實業在維持長期業務增長的同時，亦一直致力履行企業可

持續發展。集團積極提倡節省能源及減少碳排放，不僅通過實際
方法提升旗下物業的能源效益及推動綠色運輸，亦同時鼓勵員工

及社區，親身參與環保活動及義務工作。

王永霖：贊助香港植樹日加深環保意識
合和實業執行董事王永霖：「合和實業非常榮幸今年再次贊助

香港植樹日。香港植樹日加深我們員工對環保的意識，同時亦提
供他們親身參與植樹的機會，對抗氣候變化。展望將來，我們將
繼續加強環境管理事務，並把環保概念融入各業務領域，積極為
香港建立綠色社區出一分力。」
香港植樹日執行委員會主席譚惠珠表示：「香港植樹日已經
成為香港每年主要的植樹活動，多年來成功推動大眾參與綠化
香港及提升其對大自然及樹木保育的意識。我們衷心感謝合和
實業支持今年的香港植樹日，並希望日後會有更多的社區人士
參與。」

被譽為香港文化大使的香港中樂團所研
發的「環保胡琴」系列，於5月 2日獲
「2013香港環保卓越計劃」頒發「環保創
意卓越獎」，表揚樂團對環保及中樂發展
的成績。樂團主席徐尉玲博士太平紳士，
聯同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與樂團研究及發
展部研究員、樂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出
席頒獎禮。樂團胡琴六重奏更獲邀為
「2013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頒獎禮暨
「2014香港環保卓越計劃」開幕典禮擔任
特別演出嘉賓，展現樂團環保胡琴系列的
卓越成就及環保之聲。樂團環保胡琴六重
奏的動人弦音獲全場熱烈掌聲。

「興業心連心」義工為基層兒童舉辦「非」常鼓樂工作坊

■「興業心連心」的義工與來自深水和長沙灣
基層家庭的小朋友一同學習非洲鼓和製作民族飾
物。

「環保胡琴」系列榮獲「環保創意卓越獎」

■香港中樂團「環保胡琴」系列獲「2013香港
環保卓越計劃」頒發「環保創意卓越獎」，表
揚樂團對環保及中樂發展的成績。

■■約約6060名名「「合和心‧連心合和心‧連心」」義工一起參與香港植樹日義工一起參與香港植樹日

合和實業贊助香港植樹日2014
「合和心．連心」義工綠化香港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合和實業/集
團」）贊助由香港植樹日籌備委員會
在元朗大棠舉辦之香港植樹日2014。
香港植樹日為香港每年最大型的植樹
活動，藉此宣揚綠化香港，提高大眾
在環保、防止山火及保護山林方面的
意識。合和實業除了成為今屆香港植
樹日的主要贊助機構，集團旗下約60
位「合和心．連心」義工更身體力
行，參與了當日這個具有意義的活
動。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
限公司(新地)一直致力
推動閱讀及全人發
展，透過「新閱會」
推出多元化的文化活
動，今年將再度與香
港三聯書店(三聯)攜手
舉辦「年輕作家創作
比賽」，並於日前公
佈新一屆比賽詳情。
今屆比賽將延伸至台
灣及澳門，並邀請到
十位來自兩岸四地的
重量級人物擔任評
審，包括中國當代文
學女作家王安憶、台
灣著名演員張艾嘉，以及香港電影金像獎最
佳新晉導演黃修平。今屆的比賽主題為「發
現」。
啟動禮於天際100香港觀景台舉行，主禮
嘉賓包括新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
威、三聯副總編輯李安，以及其中七位星級
評審，包括內地導演田沁鑫、作家鄧康延；
香港網頁設計師兼新媒體藝術家朱力行、導
演黃修平；台灣書籍裝幀設計師黃子欽、插
畫家鄒駿昇；以及澳門作曲及填詞人李峻
一。
自2006年起，「年輕作家創作比賽」成功

扶助33位年輕人實現夢想，出版首部個人作
品。當中，有很多得獎作家繼續他們的寫作
路，並成功出版新書；也有不少得獎作家投

身寫作及出版的相關事業。
新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表

示︰「今屆，我們進一步將比賽擴展到兩岸
四地，歡迎中、港、台和澳門的青年朋友參
加，令『年輕作家創作比賽』成為一個更具
代表性的創作舞台。」初選入圍的參賽者將
會接受評審的一對一創作指導，深入了解創
作角度、內容鋪排和市場需要。在歷屆得獎
的年輕作家中，其中多位已經出版第二部個
人作品，成績令人鼓舞。
另外，為響應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Day)，和各地人們一起慶祝，分享閱讀的喜
悅，「新閱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包括「書
名片中尋」競猜遊戲、學校活動巡禮以及年
輕作家講座，向年輕一代推廣閱讀文化。

「新閱會」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新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 (左五) 與新一屆評審，同心
灌溉「創作之樹」，讓創作的種籽結成果實，標誌着「新閱會」第
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正式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