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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凱旋：超人第一個衝入死海
證李身體更健康 支持長和重組 稱絕非撤資遷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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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富豪榜 李嘉誠攀至15位

施永青：投資市場低估地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對於最近長和系重

組，中原創辦人施永青昨表示，地產行業被投資市場
低估，地產股有折讓，一間公司將地產業務與其他業
務合併會拖低股價，長和系將地產業務與非地產業務
割裂，非地產部分股值會上升。
政府今日公布新一份施政報告，市傳可能重推租者
置其屋計劃。施永青指，新建議可以考慮，因為社會
上許多人認為，人工升幅小，但資產升值快，擁有物
業才可與社會「共富貴」，經濟增長時能多分杯羹。
他建議，港府可讓公屋戶自行選擇物業的折扣，將來
自由轉讓時再補差價，讓公屋戶按自己財力置業。

辣招對樓價有一定制約
他續說，支持政府提供更多土地，認為最大問題只
在覓地，亦認同政府政策興建更多公屋，因該批市民
有急切需要，但覺得長遠應該讓更多人有能力入住私
樓。對於近日樓價急升，他不認為是樓市辣招失效，

因為辣招對樓價有一定的制約，但市場需求大，令樓
價向上衝的能量太大，某程度抵銷壓抑的作用，若樓
市無辣招可能升得更急。
對於最近政府推出新居屋，多達4萬多人申請，他

認為，市場實際居屋需求未被完全反映出來，因尚有
不少租戶、公屋輪候者未上車。
施永青昨日出席論壇分享管理經驗，笑言當年畢業

入社會打工，但性格好勝，又覺得薪酬與工作成果不
相稱，最後創業是走投無路。他又說，剛開始創業亦
極為慳儉，只在萬宜大廈「租一張寫字枱」。他給創
業者建議，要找出行業不足之處去切入，發揮空間會
較大。

多給員工花紅並非蝕底
之前的打工經驗，對施永青日後管理亦有影響，他

認為員工的報酬要與貢獻掛鈎，亦應給予員工適量自
主空間，讓員工發揮積極性。而作為公司成員，他覺

得員工應可以一起分享公司成果，老闆分多點花紅給
員工並非蝕底，因為員工落力工作，公司規模變大，
資產就會增值，管理層的利潤亦會增加。
問到中原的傳承問題，施永青認為子女屬獨立個

體，不一定要求他們繼承生意。他感慨地說，知道企
業有生命周期，早已有心理準備公司或會無法生存，
「心理會好過點」，而為了讓公司持續運作，數年前
60歲開始已淡出中原在香港的運作，「只要退出後，
中原仍能運作就能繼續生存」。他坦言：「傳承問題
諗過下，但未完全安排到。」

三條件挑選事業接班人
至於如何選擇員工升職或傳承生意，他認為首先

要知道自己並非獨具慧眼，否則就會主觀，他會看
三樣要素，賺錢能力、競爭能力、得到下屬擁護，
只要員工符合上述三個條件，就可以給他一個機
會，漸漸就會知道誰經得起考驗，可以傳承公司。

李嘉誠基金會日前組織近100名香港年輕人到以色
列考察，周凱旋在以色列接受隨團的本港傳媒訪

問，大家焦點皆集中在上周五長和系的「世紀重
組」，周凱旋一一回應市場上有關這次重組的質疑。

要考慮股東 追逐投資機會
對有言論將長和系重組定性為「撤資及遷冊」，她
認為，這是「絕對不合適的」，她指，投資環境是互
動的，企業都在追逐投資機會，如果當地有大投資機
會必定會進入市場，「如果投資機會不多，我們都要
為股東考慮」。
周凱旋表示，香港媒體太喜歡使用「撤資」兩字，
她呼籲香港人不應太自大，香港GDP只佔中國的
2%，應擴闊眼光，放眼全球，離開撤資思維。她又表
示，自己也持有長和系股份，作為股東對重組表示支
持，因重組既能精簡股權架構，又能使公司走向現代
化，增加集團於全球的競爭力。她並引用外地媒體的
評論認為，長和系應於多年前就宣布重組。

斥「二打六」似講馬「亂噏加價」
長和系宣布重組後，長和系的股價幾近全線上升，
市場有傳一些基金股東要求坐地起價，要求提高每1
股和黃（0013）股份換取0.684股長實（0001）股份的
要約價，周凱旋表示，「唔會唔會唔會，冇可能嘅，
而家第一評價係計average weighting嘛！唔好聽埋晒
果啲『二打六』經濟分析員，日日喺到亂咁噏嗰啲
嘢，直情係害香港……我覺得！有一次我睇電視節
目，直情係講得似……講股票好似講馬咁！」

過往重組遇股災「只是巧合」
長和系過去多次重大業務重組後，均無獨有偶地出
現股災，例如1997年將長實、和黃等公司以垂直方式
控制，1998年即遇上亞洲金融風暴，2000年「賣橙」
後即科網泡沫爆破。被問及李嘉誠是否有感將再次發
生金融危機時，周凱旋則回應稱這「只是巧合」。

指李嘉誠不關注身家排名
近月李嘉誠華人首富地位面對阿里巴巴馬雲及萬
達王健林等人的挑戰，周凱旋表示，李嘉誠其實對
身家排名並不關注，「沒有一個有錢人關心（這些
排名）」，她指，反而媒體在報道排名時，令年輕
人明白當中的意義更重要，最重要的是對社會作出
貢獻。
市場對長和系重組另一個關注點是李嘉誠的退休問
題，去年曾主動爆料說李嘉誠為了「三件事」失眠的
周凱旋笑言，李嘉誠的健康肯定好過她，她說，在
2013年9月與以色列理工大學簽訂備忘錄後，與李嘉
誠遊覽死海時，「佢更是第一個衝下去」。

去年爆料 李因「三事」睡不着
周凱旋去年5月在北京出席科技夾子活動時，於致
辭中稱，令李嘉誠睡不着的「三件事」是：一是擔心
全球貧富懸殊持續，尤其在中國可能會惡化；二是憂
慮中國糧食問題，因為中國佔全球人口20%，但可耕
種地僅為全世界的9%，安全飲用水更只有6%；三是
擔心人與人之間欠缺互信，彼此沒有講真話。
李嘉誠於上周五的重組記者會上，指即使退休亦會
將時間投入「第三個兒子」李嘉誠基金會之上，李嘉
誠當日回應指未有退休時間表，但認為人總有退休的
一日，重組長和確是想為接棒者「鋪好路軌」，間接
承認為退休做準備。被問及李嘉誠於李嘉誠基金會的
計劃時，周凱旋則稱「他並沒有告訴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 以色列報

道）長和系事隔近19年再度重組，周一身

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出席「科技夾子」活動的

李嘉誠基金會董事周凱旋首度開腔回應事

件。她認為將長和業務重組說成是李嘉誠「撤

資、遷冊」是「絕對不合適的」，稱市場上部

分分析員的評論似在「講馬經」，她認為投資

環境是互動的，港人眼光應放眼全球。去年曾

主動爆料說李嘉誠為了「三件事」失眠，她這

次又透露說，李嘉誠的身體比她更健康，在

2013年9月與以色列理工大學簽訂備忘錄後

遊覽死海，「佢更是第一個衝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上周五才提出「世

紀合併」的長和系，昨日已經火速遞交重新上市申
請，長實（0001）及和黃（0013）合併而成立的長
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已正式遞交上市文件。在未
分拆長地之前，長實和黃亦「1+1大於2」，市值料
超1.1萬億元，較昨日長實及和黃的總市值7,525.05
億元增加46.16%或3,474.95億元。

沿用0001代號 和黃退市
據重組方案，長和將以介紹方式上市，每持有1
股長實可換1股長和，每1股和黃則可換0.684股長
和，長和並沿用長實0001的股票代號，和黃則退
市。在完成合併長和後，長和將把所有地產業務分
拆注入長地，再申請將長地上市。預計整個重組在
今年上半年完成。
長和系昨日繼續成為大市焦點，長實再升0.1%至
143.4元，和黃亦升0.3%。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
指，相信長實股價在未來60日，有80%或以上機會
跑贏同業，主要由於長和系公布重組計劃，令透明
度提升、去除雙重折讓、意味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WACC）下降，有潛在重估機會。此外，長實計
劃上調今明兩年派息，集團亦受惠英國及意大利電
訊業務進一步整合，故予長實評級「增持」。

資金炒新地會德豐重組
市場亦憧憬其他大型華資企業重組，新地

（0016）尾市升幅擴大，收升3.4%報123.6元，是
近兩年高位；會德豐（0020）再升3.7%。摩通相
信，長和重組，對本港其他地產商有廣泛的影響，
該些公司將要重新思考，如何為股東釋放價值。
摩通認為，會德豐及九倉（0004）最具隱藏價

值，若效法長和，會德豐有非常可觀的上升潛力。
該行指，會德豐目前股價為41.7元，但單計其所持
有的55%九倉股權，估值已達50.1元，另外，會德
豐的資產還包括會德豐地產的持股，每股也值7.5
元。該行認為，有很多方法可以消除控股公司的折
讓，但若效法長和，會是比較簡單直接的做法。該
行予會德豐「增持」評級，目標價48元。

內地數據佳 港股五連升
長和重組效應帶動，加上內地12月份出口數據勝

預期，刺激港股五連升。但外圍表現差，令恒指昨
早曾低開118點，但內地上月外貿數據表現理想，
滬綜指亦結束一連三日的跌勢，使港股昨日收報
24,215點，倒升189.5點。國指亦升46.3點報12,063
點，總成交853億元。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指出，資金追落

後，令恒指有機會「六連升」，挑戰去年第四季高
位24,313點，但恒指在突破24,300點阻力位後，料
需要調整一下回氣，再升的動力並不大。他續指，
目前市況未見有強勢板塊領漲大市，故建議投資者
暫時着眼於本地的傳統藍籌。

中資電訊航運股有追捧
中資電訊股領漲，聯通（0762）升幅擴大，全日

收升3.4%，中移動（0941）亦升2.7%，兩股合共貢
獻恒指 54點升幅。此外，中電信（0728）亦升
2.26%報4.53元。
油價再急跌，中海油（0883）全日跌1.7%，但中
石油（0857）微升0.23%，據報將於農曆年假期後
分拆銷售業務上市的中石化（0386）則升0.8%。油
價軟有利航空、航運股，東航（0670）升逾2%，中
海發展（1138）升 3.8% ，招商局（0144）升
3.66%，東方海外（0316）升3%，中遠洋（1919）
升2.2%。

5億入股白雲山 馬雲超人終交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停牌多時的廣

藥白雲山（0874）昨公布100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非公開發行配售計劃。馬雲旗下基金雲峰
投資有份參與是次配售，同時廣藥更與阿里健康
（0241）達成戰略合作。
除此之外，廣州白雲山與李嘉誠早有合作，雙
方早在2005年成立合資公司。換言之，白雲山
是次促成阿里集團及和黃兩大巨頭聚首中藥產
業。
曾經豪言「這是互聯網的時代，不再屬於李嘉

誠了」的阿里巴巴主席馬雲，與傳統藍籌地產商
李嘉誠本來沒有交集，不過，白雲山是次促成阿
里與和黃兩大巨頭跨界聚首中藥產業。廣州白雲
山與李嘉誠關係密切，早在2005年公司與和黃成
立合資公司「廣州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公
司」，雙方合共出資3.45億元，各佔一半股權。
合資公司主力從事製造及推廣行銷傳統中成藥業

務。

籌百億增資王老吉
白雲山的公告顯示，公司擬向控股股東廣州醫

藥集團等定向增發A股，募資不超過100億元人
民幣，全部用於增資廣州王老吉大健康產業、大
南藥生產基地一期建設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非公開發行對象之一馬雲

旗下雲鋒投資，擬參與認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
數量為20,973,154股，募集資金近5億元。
此次增發A股規模不超過4億1,946.31萬股，發

行價格為23.84元。除廣藥集團認購近35億元
外，廣州國資發展控股擬認購約30億元，廣州市
政府旗下企業與中國人壽（2628）合資的投資基
金認購約25億元，馬雲旗下雲鋒基金認購5億
元，白雲山的員工持股計劃將透過匯添富基金設
立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參與認購約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有媒體指長和
系「世紀重組」，與李嘉誠亞洲首富
排名一度被馬雲超越有關。身為李嘉
誠基金會董事的周凱旋在以色列出席
「科技夾子」活動首度開腔指，李嘉
誠其實對身家排名並不關注。不過，
傳媒繼續樂此不疲，據彭博億萬富豪
指數顯示，李嘉誠在全球富豪榜的排
名，已由第18位升至第15位。

財富勁增至2371億
超越Bernard Arnault

在經過6個月的秘密談判後，長和
系主席李嘉誠於上周五宣布了240億
美元的重組計劃，令他的個人財富增
幅在億萬富豪中排名第一，從而超越
路易威登的Bernard Arnault，在全球
富豪榜的排名升至第15位。
據截至本月12日的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

由於長實（0001）股價在本周一創下逾6年來最
大漲幅，現年86歲的李嘉誠個人財富單日增加
了22億美元，達到304億美元（約2,371億港
元），還超過了H&M公司的Stefan Persson，
谷歌的拉里．佩奇，及前亞洲首富馬雲。
受惠阿里巴巴美國股價水漲船高，在去年12

月11日，其執行主席馬雲僅以3億美元之微，
以286億美元身家超越李嘉誠，登上亞洲首富
的寶座，更躋身彭博全球富豪榜第19位。李嘉
誠當時透過發言人表示，自己失落亞洲首富沒
有任何感覺，但對於有中國年輕人做得不錯，
感到十分高興。不過，李嘉誠在同月22日已經
以294億美元重奪亞洲首富寶座。

彭博全球億萬富豪榜最新排名
排名 富豪 企業 財富（美元）
1 蓋茨 微軟 852億
2 Carlos Slim Helu 墨西哥電信 730億
3 巴菲特 巴郡 727億
4 Amancio Ortega Gaona Inditex 599億
5 Charles De Ganahl Koch 科氏工業 495億
6 David Hamilton Koch 科氏工業 495億
7 Lawrence Joseph Ellison 甲骨文 469億
8 Ingvar Kamprad 宜家 437億
9 Christy R Walton 沃爾瑪 434億
10 Jim C Walton 沃爾瑪 425億
15 李嘉誠 長和系 304億
19 馬雲 阿里巴巴 281億

註：數據截至本周一

■李嘉誠
旗下的長
和系昨日
已經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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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周凱旋（前排右）首度開腔回應長和重組，稱有關重組是李嘉誠「撤資、遷冊」的說法，是
「絕對不合適的」。 陳堡明 攝

■施永青建議，港府可讓公屋戶自行選擇物業的折扣，將來自
由轉讓時再補差價，讓公屋戶按自己財力置業。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