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文匯財經財經新聞 ■責任編輯：朱韻詩 2014年5月20日（星期二）

世界盃殺到 60藏品率先睇
侯琨：斥數十萬購入 估值升至逾4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國美電器（0493）昨
公布首季度業績，純利達2.68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上升2.5倍；銷售收入錄得133.51億元，同
比上升8.2%，在獨家差異化商品的驅動下，綜合毛利
率同比提高0.6個百分點至18.2%。而同店銷售收入增
長達8.1%。電子商務方面，期內線上整體交易額同比
增長約40%，日均訪問量提升約45%。線上綜合毛利
率提升至7.2%，較去年底增長1.1個百分點。

國美首季多賺2.5倍

鍍金裁判章最珍貴
侯琨這次帶來的藏品，當中包括最具紀
念價值的1950年巴西世盃官方主題海報、
門票及首場比賽限量紀念封，是為展品的
亮點。最珍貴罕有的，就是首屆世盃鍍金
琺琅裁判佩章，全國過百名足球門券收藏
者都渴望擁有。不過講到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球王」李惠堂英文簽名影印冊，
「雖然展出的是一本影印冊，但真跡其實
都在我手上。名冊裡不但有李惠堂，更有
18位中國運動員的簽名，在世界上應該找
不到第二本，可算是獨一無二。」他指，
這本名冊亦是眾多藏品中最貴的一件，
「曾經有人出價200萬元想買。」

買收藏品靠緣份
如此名貴的名冊，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很
難找門路去買。侯琨認為，買收藏品最終
還是靠緣份，「這本名冊是在偶然的機會
碰到的，了解後才知道價值如此珍貴」。
所以作為收藏家，一定要了解世盃的基本
知識，不然儘管緣份來到，亦可能錯過機
會。

侯琨表示，自己的收藏有一些是在其他收
藏家手上，交流了很久，才收到手的；有一
些是經過拍賣方式，當中包括慈善拍賣會，
「不過出現在拍賣會上的高價貨不多。」

官方渠道最穩陣
不過，他又補充說，其實內地有不少人
作收藏，所以亦有不少藏品可以透過網上
購得，「然而最好的還是透過官方渠道
購買。如果是在eBay上買，就要留意出售
者的信用度和評價，以免買了偽品。」至
於未來的收藏方向，侯琨表示，想收藏多
點與世界盃有關的吉祥物和獎牌。
侯琨除了是足球紀念品收藏家，同時亦
是被譽為「中國國際奧林匹克收藏第一
人」。他的奧林匹克收藏有近1,000多
件，當中包括不少的獎牌、火炬等，而他
自己其中一件最喜歡的，就是1906年奧運
會的手繪樂譜。他笑言自己亦希望有一日
可以重奏以上樂章。
這60套足球紀念品收藏，將於5月19日
至7月14日於大埔超級城、新太陽廣場及
元朗廣場展出，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觀
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四年一度世界盃又到，愈接近比賽，

足球氣氛就愈高漲。中國足球紀念品收藏家侯琨昨帶來了自己60套收

藏品來港展出。侯琨表示，在2007年開始，先是收集國際奧林匹克的

物品，後來在3年前才開始收集足球紀念品。他指，自己已花了約數十

萬元人民幣購買藏品，由於一些藏品在市場上已經絕跡，所以這60套

收藏品的總值已至逾400萬元。

穆迪：亞太非金融業評級趨負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穆迪投資者服務公

司昨日發表報告表示，經過第一季度的負面趨勢後，
在 2014年其餘時間，亞太區 (不包括日本) 非金融企
業的評級趨勢略為負面。穆迪集團信用評級主任劉惠
萍昨指，預計今年評級趨勢略為負面，原因是中國經
濟增長放緩， 加上美聯儲縮減量化寬鬆措施的規
模， 導致流入亞洲的資本量有所減少。她又指，中
國經濟增長放緩 ， 對於亞太區內的貿易將產生影
響，特別是印尼和澳洲等依賴大宗商品貿易的經濟
體。
劉惠萍續指，在今年其餘時間，很可能會受到壓
力的行業包括，大宗商品相關及周期性行業，如金屬
及礦業、航運及消費電子產品業；中國零售商的運營
環境亦越來越具挑戰性，對其運營利潤造成壓力。此
外，隨着2014年初以來銷售增長明顯放緩，加上流
動性緊縮，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市況也將更具挑戰。
不過，劉惠萍補充，預計工業化經濟體的整體情
況會有所改善，例如美國經濟增長上升，歐元區恢復
增長。「這些情況有利於韓國和台灣等以出口為主導

經濟體的發行人，因為這些經濟體依賴美國對其出口
的需求。」

弱日圓有利日本出口
根據穆迪的報告，在2014年第一季度穆迪亞太區

(不包括日本)企業評級組合中，負面評級行動有16
次，正面評級行動有8次。劉惠萍指，由2013年底
至今年3月底，擁有穩定展望的亞太區企業評級佔比
由71%小幅增加至73%。然而，在同一期間，雖然
擁有負面影響的評級佔比由21%小幅降至20%，但
擁有正面影響的評級佔比為7%，前者差不多是後者
的三倍。
至於日本的非金融企業，穆迪報告表示，其評級
展望應為穩定，原因是當地經濟持續增長、專案重建
投資的需求龐大及美國經濟正在好轉。日圓的弱勢亦
可支援日本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由2013年第四季
度底至2014年第一季度底，擁有穩定展望的日本企
業評級佔比由69%顯著增加至74%。此外，同期擁
有負面影響的評級佔比由31%下跌至26%。

中集：美「雙反」調查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美國商務部

近日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53英呎乾貨集裝箱
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雙反」調查)。中集
集團（2039）和勝獅貨櫃（0716）昨日均公告
披露，已成為「雙反」調查的對象，但預計業
務不會因此受到很大影響。中集昨跌1.261%，
報14.1元；勝獅挫1.863%，收報1.58元。
中集公告指，2013 年集團向美國出口的53英
呎乾貨集裝箱的銷售收入為6.4億元（人民幣，
下同），佔當年集裝箱板塊銷售總收入和營業
總收入的3.01%和1.11%。如果美國商務部和美
國貿易委員會經過調查，裁定對來自中國的53
英呎乾貨集裝箱徵收反傾銷反補貼關稅，集團
出口美國的關稅可能大幅增加，從而影響該項
產品的出口業務。
但公告強調，考慮到53英呎乾貨集裝箱的營
業收入佔比較低，故董事會認為上述「雙反」
調查對集團的整體業務經營和財務狀況不會產
生重大影響。又稱，預計所有程序完成並公布
最終結果需要12-18個月，未來會持續關注「雙
反」調查事件。

勝獅：佔總營業額5.43%
勝獅貨櫃也公告指，2013年集團就53英呎內陸
乾貨集裝箱出口到美國的銷售營業額約為6,968.9
萬美元，佔總營業額約5.43%，倘若美國商務部和

委員會確定了最終裁決，對53英呎內陸乾集裝箱
的進口關稅將會增加，這可能導致增加集團提供
該類集裝箱予美國客戶的價格，從而可能影響到
該類集裝箱在美國的銷售。
不過，考慮到集團就53英呎內陸乾貨集裝箱

出口到美國的銷售營業額僅佔總營業額相對較
小部分，並考慮到截至目前是整個調查的初步
階段，故董事會認為，上述的提出和該調查的
展開將不會對集團整體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
重大不利的影響。

天虹永嘉越南廠房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 越南爆發反華示威後，示威者衝擊當地華資企

業，於當地設廠的天虹紡織（2678）昨公布，由於示威壓力轉
趨緩和，越南南部設施已大致上恢復正常運作。公司指，由於
暫停運作時間短暫，事件未令越南南部設施遭受重大干擾，設
於越南北部的生產設施亦一直如常運作。
運動服生產、分銷及零售商永嘉集團（3322）旗下的越南工廠

自本月13日下午起暫時停止營運，公司昨公布，經審慎監測越南
工廠附近的情況後，工廠已於16日上午恢復營運，而有關反華抗
議及暴亂事件並無對越南工廠造成任何重大損失，亦無工人嚴重
傷亡，工廠暫時停運對業務並無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鍾國斌：需重建港商信心
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斌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港廠

雖受示威影響，但較台商影響輕微，主要因港商與當地工人關
係良好，且部分港商與當地商人合資，故避過示威影響，未有
受損。
鍾國斌指，現時越南勞動力成本較內地平逾50%，又有充裕

勞動力，兼且早年當地政府向港商提供許多投資及關稅優惠，
故吸引紡織商遷廠至當地，但受事件影響，相信越南政府未來
需重建港商信心，否則再難吸引投資。
被問及港商會否撤資時，鍾國斌認為，已於當地投資的港商

離開非易事，加上日前越南反華大遊行規模細，且當地政府加
強控制，港商都希望事件盡快平息，加快復工以彌補損失，以
免脫離貨期及被追討停工期間工人工資。
天虹紡織昨收報5.09元，跌1.357%，永嘉集團則收報1.02

元，跌1.923%。

易方達歐洲推MSCI A股ETF
香港文匯報訊 易方達旗下易方
達香港昨宣佈，與ETF Securities合
作於歐洲推出以MSCI中國A股指數
為追蹤基準的ETF，該ETF為歐洲
首隻追蹤MSCI 中國 A 股指數的
UCITS ETF。
該ETF旨在為投資者提供針對內
地股票市場的更廣泛的投資機會。
易方達香港投資部董事總經理曾科

昨表示，A股市場具吸引力，在海外
投資者的參與下發展愈加蓬勃。考
慮到中國正竭力推動經濟改革和放
開金融管制，且目前中國經濟呈現
可持續增長，經濟增速穩定在
7%-8%的水平，A股也在其現有規
模和地位下處於市值較低點等因
素，易方達香港認為A股長遠將有
優良表現。

Fb進駐內地德事商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服務式
辦公室業者德事商務中心昨宣布，Face-
book於內地首個運營點，即第一家銷售辦
公室正式進駐北京，並設於銀泰中心的德
事商務中心。德事商務中心全球客戶管理
集團總監林雯琪認為，靈活、安全和可擴
展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對於社交網絡或
社交媒體企業的業務運營至關重要。
根據德事商務中心的研究， 近年來 ，

亞太地區社交媒體的使用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增長，這一趨勢使許多社交媒體企業
不斷擴大在亞洲的業務，並利用德事商務
中心所提供的靈活辦公空間解決方案進入
亞洲本地市場。林雯琪認為，由於中國相
關法律 及政策的複雜性，Facebook 需處
理一系列的法務問題。公司會為Facebook
提供諮詢，並準備及提交了註冊北京銀泰
中心作為其官方位址所需的法律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匯源果汁（1886）昨宣布，公司主
席兼大股東朱新禮於本月14日，在二級市場以平均價
每股4.3209元增持535萬股公司股份，涉資約2,312萬
元。在增持後，朱新禮持有公司普通股比例已由約
53.31%增長至約53.58%。通告指，此次增持股份彰顯
大股東對於公司未來發展前景的信心，朱新禮並表示
不排除未來會進一步增持。 匯源昨收升1.79%，報
4.55元。

朱新禮2312萬增持匯源

智能手機的解像一向麻麻，但科技進
步神速，現時用手機影相都可以出影
集。TCL通訊（2618）為推廣本地攝影
藝術，贊助攝影師團體「現在攝影」，

參與「第三屆香港當代藝術博覽會」。該展會假香港
怡東酒店舉行，陳列各種視覺藝術品。被TCL通訊贊
助的其中一員，正是本地攝影師賴憶南。

贊助攝影師出影集
賴憶南在展會上向記者展示其作品《地下情》，當

中收錄了他用手機在地鐵攝下的人與事。他認為地鐵
環境獨特，車廂燈光可以凝造美感，而人在車廂中逗
留，正好方便攝影。賴先生的地鐵影相雅好，容易被
人誤會為「偷影狂」，不過他不以為然，唯美最緊
要，並面帶悅色，笑指自己最喜歡一張拍下情侶在月
台擁吻情景，似乎樂於旁觀青春浪漫，更將當中之情
帶到讀者眼前，留住永恆。 ■記者謝孟謙

TCL手機影《地下情》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華大基
因）昨宣布，其在大埔的研發中心將會進一步擴充，
以應付預期的業務增長。
華大基因於2010年已在港成立華大基因香港研發中

心，設於大埔工業村，在短短的四年間，香港的研發
中心已由一整層的廠房擴充至三層，人手由50人增加
至140人。隨着該中心的業務不斷擴展，負責人表
示，該公司將於今年額外招聘100人。
香港華大基因科技服務實驗室負責人張偉鴻表示，

現時香港華大基因的檢測服務已建立了大規模的測
序、生物信息、健康等技術平台。服務的品質已達標
準化及產業化，業務範圍並已拓展到美洲、歐州和泛
亞太地區的國家，包括澳洲、韓國、新加坡、台灣、
以色列及捷克等市場。期望明年將能透過香港研發中
心增添10至20個海外市場。
該中心現正在進行各項國際認證的申請，逐步邁向

成為國際規模的測序中心及國際基因資料處理中心。
展望將來，香港華大將致力發展個人化基因測序，為
將來利用基因測序以預防及治療疾病的大趨勢定下基
礎。

華大基因擴充港研發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創聯教育（2371）昨表示，已
於周日（18日）成立廣西北部灣國聯集創教育投資公
司，以拓展內地人力資源業務。北部灣國聯集創由中
國創聯教育與廣西國威資產經營公司、廣西匯智合創
投資公司、廣西國宏經濟發展公司共同創辦，並獲廣
西國資委及廣西工商局核准。公司股東主要包括國資
委及中國創聯教育。

創聯拓內地人力資源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泰航空（0293）昨
日宣布，將開辦每日一班往返香港及瑞士蘇黎世的直航
服務，接載旅客由香港前往該主要金融中心及深受歡迎
的旅遊城市。將於2015年3月29日啟航，機票現已接
受預訂。該航班將由配備四種客艙的波音777–300ER
客機營運，包括優化的頭等客艙、屢獲殊榮的商務客
艙、全新特選經濟客艙以及長途經濟客艙。

國泰開辦直航蘇黎世服務

■穆迪指流動性緊縮，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市況將更具
挑戰。

■1930年首屆世盃鍍金琺琅裁判佩
章。 蔡明曄攝

■「球王」李惠堂英文簽名影印冊。
蔡明曄攝

■中國足球紀念品收藏家侯琨與其收藏品合照。 蔡明曄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新地（0016）贊助，並與突破機
構合辦的「師徒創路系列2013-14 『見』造未來—生
涯探索與領袖訓練計劃暑期職場全方位體驗」舉行誓
師禮，新地為參與今次計劃的年輕人，提供了21個工
作實習機會，及由新地的資深員工擔任師傅，為學員
提供職場指導。

助認清人生目標及路向
新地執董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在致辭時表示，自

2003年參與「師徒創路學堂」計劃，至今共為163名
青少年提供實習機會，讓他們認清人生目標。他說：
「每個年輕人都有自己的潛質和長處，我相信透過種
種經驗，可以幫助他們裝備自己，加強自信心，有助
確認未來的路向。」

新地贊助青年實習機會

■美國商務部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53英呎乾
貨集裝箱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

(
*

■賴憶南
向記者展
示其手機
相集。
謝孟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