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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創核心少賺34%全年盈警
Tesco虧損及電商搶食拖累零售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市場消息
昨指，港交所(0388)本周六將舉行首次
「滬港通」測試，暫已報名參與測試的本
地券商共有111家，包括105家券商和6家
結算商。據了解，參與測試的券商佔日常
大市成交量達八成，顯示本港業界大致已
準備就緒。此外，證監會將在滬港通市場
演習期間，派員隨機抽查，實地到經紀行
觀察有關測試，包括落盤是否暢順、人手
安排是否充足等。
除了本周六外，港交所在下周六和下周
日亦會開始市場演習。有業內人士指出，
港交所過去一直保持與經紀行聯合測試系
統，但證監會一般不會參與，今次罕有參
與其中，顯示當局非常重視滬港通政策。
由於普遍預期滬港通要於「國慶月」推
出，現在距離10月不足兩個月的時間，故
此監管機構需要親身「監場」。

集中經紀行落盤程序演習
本周六的演習主要集中於經紀行的「落

盤」程序，有關的買賣指令會由港交所傳
送到上海交易所。到9月13日舉行的下一
輪演習，主要是為了測試系統故障時的應
變措施。
證券學會會長、華誠證券主席李細燕表
示，由於A股市場規則，以及交易習慣跟
香港不同，例如買賣 A股不准「即日
鮮」，內地亦有漲跌停板機制，故本港業
界需要重新適應。
港交所於8月1日已公布有關測試的時

間表，本周六和周日會做連接測試，確保
港交所能接收經紀行發出的訊號。8月30

至31日的市場演習，經紀行須模擬「落盤」，並由
港交所將買賣指令傳送到上交所。9月13日舉行的
市場場測，則主要測試系統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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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永旺(0984)昨公
布中期業績，轉虧為盈，
純利達8,193.7 萬元，上
年同期虧損 2,634.1 萬
元。每股盈利31.51仙，
派中期息8.1仙，集團為
慶祝公司香港上市20周
年，派特別股息20仙，共
派息28.1仙。
期內，收益達43.94億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5.85%。其中，直接銷售

收入增6.6%，而特許專營銷售收入則微跌0.8%。香港業
務收益與去年同期比微跌0.39%，達19.4億元，分部溢
利則升87.4%至4,460萬元。內地業務收益達24.59億
元，按年升11.3%，分部虧損840萬元。永旺董事總經理
陳佩雯指，不論內地還是香港分部的業務，在2013年至
2014年的同店銷售增長都有改善。她預料下半年兩地的
銷售環境都有挑戰，但集團有信心能持續改善。

下半年增開多個小型店舖
她又指，下半年會增開多個小型店舖，但未有具體數

字。她又透露，已有多個計劃進行磋商，而早前裝修的
廣州天河城分店，將在本年第三季至第四季開幕。集團
在香港共經營41間店舖，而華南地區共有29間。
在內地食品安全問題上，主席奧野善德表示，十分重

視食品安全，在農藥方面會有特別檢，更會突擊檢查供
應商。

永旺轉賺8194萬派特息

香港文匯報訊 港府日前下調2014年全年的經濟增長
預測，原因之一是內地遊客在港高檔消費減少。不過，
化妝品零售商莎莎國際（0178）昨指出，從集團的最新
數據來看，雖然內地客的單價下跌，但整體7、8月份的
銷售好轉，同店銷售升9%，相信零售市道的最差時候已
過，集團維持全年開 5家分店的目標。

近兩月同店銷售升9%
莎莎國際主席郭少明昨於股東大會後表示，近期零售

市道有好轉跡象，集團上季（4至6月）銷售額按年增
6%，同店銷售按年升2%，到7至8月份，銷售額按年增
13%，同店銷售升9%。至於內地客的消費情況，上季按
年增16%，單價按年下跌9%；而7至8月份，內地客消
費按年增21%，單價按年下降5%。
莎莎昨收報6.22元，跌0.64%。

莎莎：零售市道有好轉跡象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利豐 (0494)今年3月
公布新三年計劃，該集團主席馮國綸昨日於記者會表
示，今年為計劃的投資年，人力、基建及服務項目的
額外投資令截至今年6月底上半年的核心經營溢利減少
9%至2.27億美元 (約17.59億港元 )。然而貿易網絡的
溫和增長，以及物流網絡營業額錄得 44%增長的支
持，期內股東應佔溢利上升45%至2.1億美元 (約16.28
億港元 )，當中包括或然收購代價回撥的非現金收益
98.8億美元，每股盈利19.6港仙，派中期息13港仙。

將維持高派息政策
新上任的集團行政總裁馮裕鈞不願估計下半年核心
經營溢利會否回彈，僅指集團未來會忠誠於三年計劃
的部署，但他強調集團會維持高派息政策。
不過，馮裕鈞在會上預測美國貿易業務表現，認為
儘管該地零售商的業績疲軟，但觀乎返校銷售有正面
預兆，而集團此部分的毛利率依然健康，預期不會對

業務帶來大影響。

加大快速時裝投資
另外，馮裕鈞又指加大快速時裝方面的投資，認為

快速時裝乃時裝趨勢，而集團早於6至7年前已開始此
板塊業務。馮國綸又補充該集團坐擁龐大的工廠網
絡，不論是應付網購或快速時裝的衝擊，他們都具備
優勢。

加強新興市場發展
馮裕鈞在會上重申集團的三年計劃，將加強新興市

場包括內地及巴西的發展，他特別提到，集團於三、
四年前才進入亞洲市場，但現時已取得12%市佔率，
增長迅速，期望未來繼續擴張有關市佔率。
利豐於7月成功分拆品牌業務利標品牌 ( 0787 )，集
團亦簡化架構，將業務重點放在採購和物流上。利標
品牌昨日亦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上半年業績，期內股東

應佔虧損由4,900萬美元擴大至9,800萬美元，每股基
本虧損4.9港仙，不派息。集團表示，就收購項目及新
品牌如 Cole Haan、Quiksilver、Spyder、Juicy Cou-
ture 及 Aquatalia 作出相關的投資，令經營開支增加
11.8%至4.63億美元，另外由於新授權品牌及收購項目
使經營開支增加，核心經營錄得6,300萬美元虧損。

利豐核心經營溢利跌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製造業活動出乎
預期地放緩，昨公布的匯豐中國8月份製造業PMI初
值回落至50.3，是3個月以來最低水平，表現差過市場
預期。數據令昨日港股受壓，恒指最多跌過263點，低
見24,896點，尾市跌幅收窄，一度重上25,000點大

關，但最終未能企穩。恒指昨日跌165.7點報24,994.1
點，結束一連4日的升市，並失守25,000點。不過，港
匯昨日再逼近強方兌換保證上限，顯示資金再度流入
香港，對港股有支持。

大市累升巨 調整乃正常
國指繼續跑輸大市，並跌穿11,000點心理關口，國

指昨日收報10,942.4點，跌113.6點，大市全日成交額
約761億元。港股下跌股份數目達852隻，上升僅458
隻，反映投資者避險意慾強。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
師葉尚志昨表示，大市早前累積不少升幅，現時是正
常調整，他指出，恒指於10天線(24,854點)及20天線
(24,703點)有頗強支持，預期恒指會於25,000點上落。

憂不良貸款 內銀股捱沽
不過，他強調，「滬港通」將會推出，A股及H股

差價將持續收窄，由於很多重磅中資金融股的A股，
較其H股有一定折讓，此因素將限制中資金融股的表
現，亦同時壓低了國指的升幅，故他料未來國指會繼
續跑輸大市。

內銀股昨日近全線下跌，市場原本希望內銀股成下
一波推升大市的動力，可惜重農行(3618)及中行(3988)
公布業績後，投資者都擔心內地銀行的不良貸款問
題，令整個板塊不升反跌。今次公布業績的交行(3328)
跌近2%，工行(1398)、建行(0939)均跌近1%，農行
(1288)及信行(0998)跌約1.6%。
香港電訊(6823)傳再有大型股東減持，市場消息指，

有股東透過摩根士丹利在市場配售1.2億股香港電訊，
配售價每股9至9.2元。該股昨收9.36元，跌3.9%，成
交高達17.3億元，是第5大成交額股份。
昨日公布業績的華創(0291)成為表現最差藍籌，華創
上半年純利9.29億元，同比跌8.74%，並預期今年盈利
將有重大下降，該股受壓下全日跌近3%報23.25元。

績優股受捧中旅急升13%
不過，業績好的股份則有追捧，中國外運(0598)上半

年多賺43%，全日升近一成。中國太平(0966)半年多賺
1.79倍，股價逆市衝高逾7.4%。中旅(0308)上半年多賺
1倍兼派特別息，刺激股價急升12.7%，以逾億元成交
晉身十大升幅榜第8位。

港匯又強 料資金湧入撐港股

華創昨日舉行中期業績會，市場原本期待傅育寧在
會上暢談未來發展路線，但他未有現身，而華

創主席陳朗亦缺席業績會，令傳媒相當失望。 集團宣
布，期內錄得股東應佔綜合溢利較去年同期下降
8.7%，至9.29億元。剔除資產重估及重大出售事項稅
後收益，股東應佔基礎綜合溢利較去年同期下降
33.5%至 6.68億元。每股基本盈利0.39元。中期息
0.11元，較去年的0.13元下跌15%；派息比率降至
28.5%。
業績報告又發盈警，預期下半年中國政府的反奢侈
政策持續，電商行業競爭加劇，以及與Tesco籌組合資
企業後併入中國Tesco商店的虧損，將持續對零售業務
的表現造成影響。該股昨日遭到拋售，收報23.25元，
下跌2.92%，是跌幅最大的藍籌股，且以全日最低價收
市。
而上半年業績倒退的原因，集團指，亦是由於與
Tesco的合資公司於今年5月28日正式成立，攤薄了零
售業務對集團的盈利貢獻。剔除稅後估值盈餘的影響

後，該業務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減少29.6%。

Tesco去年蝕約10億 需時消化
首席財務官黎汝雄昨日也於業績會上表示，上半年

盈利倒退主要是受累於Tesco的合併費用及其本身的虧
損。他透露，Tesco去年虧損約8億至10億元，集團需
要花很多精力去消化，但在合資公司的協議當中，已
有43.25億元的巨額補貼「打底」，相信初期虧損屬於
計劃之中。集團以往的收購對業績都有短期影響，但
長期都會帶來巨大利益，相信此次也是如此。

合併不會大裁員 冀5年內扭虧
黎汝雄又宣布，在Tesco的合併過程中不會大量裁
員，但個別部門或店舖難免會裁員，預計關閉分店數
目最多達10%。他看好Tesco的前景，指其在英國的電
商業務有盈利，其經驗對集團有參考作用，目前集團
對電商業務已有發展計劃，但不會太着急，「雖然起
步會較慢，相信到達終點的時間和競爭對手差不

多」；又數次強調，有信心Tesco在3至5年內可實現
轉虧為盈。
對於內地市場的零售前景，黎汝雄指，近期內地經

濟有所放緩，因此預計會相對保守，相信未來的態勢
「不會太樂觀，絕對不悲觀」。雖然上半年零售業務
的同店銷售按年下降1.4%，這主要是由於合併Tesco
後人手、貨物需要整合導致的，7、8月份同店銷售已
見平穩，未有繼續惡化的跡象。

啤酒及飲品業務溢利增長勁
報告披露，啤酒業務於期內的溢利為4.17億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16.5%。啤酒銷量上升9%至約63.01億
升，其中「雪花 Snow」啤酒銷量同比上升5%至約
55.20億升，佔總銷量約90%。食品業務應佔虧損
7,200萬元，主要由於該業務正處於轉型期，大米等新
業務尚屬培養期，市場開拓費用較大，對盈利能力造
成影響。飲品業務溢利6,600萬元，增加69.2%，飲品
總銷量上升42%至約32.22億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傅育寧接任華潤
集團董事長後，華潤創業（0291）昨公布首份中
期業績報告，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受
Tesco的虧損及電商搶食等拖累，股東應佔基礎綜
合溢利按年下降33.5%至 6.68 億元。集團預計
Tesco需要3至5年才能扭虧，合併Tesco的過程
中不會大量裁員，關閉分店數目不超過10%。業
績報告並發全年盈警，預期集團截至2014年12月
31日年度的整體盈利將會有重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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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同比變幅 核心溢利* 同比變幅
(億元) (%) (億元) (%)

零售 7.00 +9.89 4.39 -29.65
啤酒 4.17 +16.48 4.17 +16.48
食品 （0.72） 盈轉虧 （0.72） 盈轉虧
飲品 0.66 +69.23 0.66 +69.23
*為扣除資產重估及出售主要非核心資產的溢利

製表：記者 涂若奔

■■左起左起：：華潤創業法律總監華潤創業法律總監
程大勇程大勇、、投資者關係總監謝投資者關係總監謝
丹瀚丹瀚、、首席財務官黎汝雄首席財務官黎汝雄、、
財務總監黎寶聲財務總監黎寶聲。。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新任行政總裁馮裕鈞(左)稱，集團未來會忠誠於三年
計劃的部署。旁為馮國綸。 張偉民攝

■陳佩雯（左）稱，集團有
信心銷售持續改善。旁為奧
野善德。 黃萃華 攝

■港股昨一度跌263點，收跌165.66點，失守二萬
五關口。成交761億元。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