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香
港電視(1137) 主席王維基早前於論壇
上坦言，「電視無得做」，更撰文指
出，港視自家製作之劇集將於8月、9
月播放完畢，似乎公司電視業務「危
危乎」。公司昨日發出盈警，預計今

年截至 6月底止 6個月的虧損將較
2014 年 2月止 6個月之虧損大幅增
加。

廣告收入未跟上開支成本
公告指，主要源於節目播放期間扣

除損益之成本費用增加，但節目版權
及廣告淨收入並未同時按比例增加；
電子商貿業務現時仍處於早期投資階
段，並未對集團財務上有一定重大影
響；及多媒體業務的不明朗因素而導
致潛在的減值損失。

王維基早前撰文時無直接回應公司
是否放棄電視業務，但他深信，集團
未來會找到生存的空間，空言改變不
是易事，只要能承受短期痛苦，便可
有更廣闊的天空。公司財政年度結算
日由8月31日，更改為12月31日，
故期間相應可比較數據為2013年9月
至2014年2月止六個月。香港電視昨
收報2.36元，跌3.67%。

香港電視發盈警 虧損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
記者 湯澤洋）木薯資
源（0841）主席朱銘泉
昨出席業績記者會時表
示，公司木薯片採購及
銷售同比減少28.6%，
是因泰國政府不再提供

採購乾木薯片的安排。但他認為，不向政府購買
木薯片是利大於弊，公司會進一步擴大自營採購
網絡和倉儲，相信對市場價錢的影響力會增大。

木薯價有較大上升空間
他指，現時木薯價格為每噸235美元，未來仍

有較大上升空間。公司計劃兩年內新增3個倉庫
網點，主要於泰國與柬埔寨交界處，料每個倉庫
可增加4至5萬噸儲存量，未來或繼續每年3個網
點的速度擴張。
由於內地市場對乾木薯片的需求與日俱增，公
司亦打算2016年前陸續投產7個內地乙醇燃料生
產廠房。目前公司收購的木薯近100%銷往內
地，主要用於汽油醇、白酒及化工生產，其中汽
油醇方面的佔比為40%，料日後將繼續增加。
此外，公司去年已收購內地一家四星級酒店，
朱銘泉表示，雖然目前酒店行業低迷，但看好內
地未來發展，今后或會繼續物色酒店及地產項
目。

木薯資源擴自營採購倉儲

■朱銘泉
實習記者湯澤洋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易還財務（8079）
昨午後勁升最多21.1%，收報1.3元，升14.4%。該
公司主席蕭若元昨於記者會透露，有客戶按樓炒股，
但不擔心一旦股市大跌出現會有客走數，稱除非樓價

大跌，否則住宅按揭業務仍穩健。他認為，今年底恒
指可升上3萬點的目標太保守，認為一旦破3.1萬
點，便可升至3.6萬至3.7萬點。

最快明年啟動轉板程序
蕭若元表示，希望盡快處理過往累積虧損，預期

今年可派中期息，目標是由創業板轉到主板上市，最
快可於明年達到有關條件及啟動轉板程序。他又指，
公司於今年2月易名，財務借貸將成核心業務，特別
是自去年集中承造樓宇按揭，及5萬以下的私人貸款
後業務漸趨穩健。
他指出，公司受惠於金管局調低住宅按揭成數的

措施，增加了承造二按的機遇，因業主難以向銀行或
與銀行有關的財務公司借到足夠貸款，變相需求轉而
至其公司這種獨立的財務公司。

在不能向銀行借款下，他表示借貸業務全依賴現
金，強調現時有逾億現金流，未有向股東融資的需
要。
蕭若元又指，私人貸款的息率高達30厘至40厘，

過去其公司亦與部分同業因而承造大金額的貸款，但
撇帳率十分高，因此自去年開始，公司轉為只承造5
萬元以下的私人貸款，風險大減，撇帳率減低，壞帳
率更近乎零，利息及手續費收入於去年度增長2倍。
同時，承造住宅按揭時，公司政策排除新樓豪宅及非
永久性居民人士，使業務漸趨穩健。
對於美國加息的消息眾說紛紜，蕭若元相信加息

只是「象徵性」，由於通脹仍然低迷，料加息幅度不
會明顯對香港樓市不構成影響。
蕭若元又透露正與一間本地互聯網金融公司洽談

互聯網貸款配對業務的合作。

蕭若元：跌市無損住宅按揭業務

■易還財務主席蕭若元(左)。 記者曾敏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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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近月旅客訪港人
次下跌，奇華餅家董事總經理黃錫祥昨於記者會
表示，今年首5個月手信營業額增長放緩至16%，
比去年6月至今年5月期間按年35%的營業額增
長，有明顯落差。他解釋，今年初有較多針對內
地旅客的示威活動，而且港匯強勢，令光顧的旅

客人數大減，比起去年「佔中」期間的影響更
大。但他預期隨市面回復平靜，加上下半年節日
較多，預期營業額增長可加速。

期望下半年增長加速
黃錫祥表示，內地旅客為奇華最主要的顧客

群，雖然部分內地人轉往歐洲旅遊，但由於香港
鄰近內地，相信本港仍為他們較常來的目的地。
他強調內地旅客對港產食品較有信心，喜歡來港
購入食品，對今年下半年手信營業額增長感樂
觀，料較上半年有所上升。而今年在人工及租金
壓力下，產品平均加價3%至4%。黃錫祥又透
露，今年8月將於香港機場離境大堂增設旗艦店，
投資額達數百萬。他指，另一位於抵港大堂的分
店的手信禮品過去錄得最高銷售額，相信新店的
人流會更暢旺。

■奇華餅家董事總經理黃錫祥(右)、執行董事黃嘉
信。 記者曾敏儀攝

香港文匯報訊 耀才證券(1428)昨宣布，發放1,269萬
股購股權予所有員工，其中170萬股授予集團董事及主
要行政人員，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啟峰及執行董事兼
市務總監郭思治各獲50萬股，其他董事及公司高層獲10
萬至40萬股，其餘1,099萬股則按員工職級公平分配。
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3.85元，與昨日公司收市價相同，
有效期三年。
耀才證券主席葉茂林表示，集團剛剛公布2014/15年
度業績，純利錄得2.2億元，較上年同期飆升31%，而
截至5月底，客戶總數已衝破15萬個，客戶資產更飆升
至424億元，在短短兩個月間分別急增10.1%及38.1%，
升勢凌厲，增幅驚人。集團連年創佳績，全賴各員工過
去一年的付出，樂意與員工分享成果，是次授出購股
權，希望透過將業績與員工利益掛鈎，激勵員工繼續努
力，使員工個個都是耀才股東，直接受惠集團未來業務
增長，一同為集團未來推向另一個高峰。

耀才派1269萬股獎賞員工 內地客減 奇華生意增幅大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
玲）北大荒(0039)董事局主席
江建軍昨於股東大會後表示，
公司上半年整體表現理想，上
月發出的正面增長預告指，截
至3月31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收益按年升逾1倍，預料上半
年未經審核收益亦會比去年同
期大幅增加，今年有機會超額
完成全年目標。

配售新股籌9670萬
上周公司配售合共3,980萬股新股，配售價2.43元，所得

款項總額約為9,670萬元，江建軍表示，款項將用於物流業
務以配合擴建發展，並用作周轉資金，年內有意與內地或
香港投資者合作物流業務。他表示下半年有融資計劃，惟
未有透露實際金額。
中證監完成對公司涉嫌虛假陳述案調查，北大荒因2011

年的年報懷疑存在虛假陳述，虛增利潤合計5,124.58萬元人
民幣。中證監決定向公司發出警告，罰款50萬元人民幣，
而多名時任管理層則被處以行政處罰及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江建軍表示不擔心消息為公司帶來負面影響，認為北大

荒是正規公司，下半年將會謹慎發出通告，完善透露公司
資料予投資者，他對公司前景充滿信心。

北大荒冀超額完成全年目標

東鵬：內房市場復甦利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內地樓市限購令等一系
列措拖開始「鬆綁」，內地房地產市場有望復甦，東鵬控
股(3386)董事長何新明昨於傳媒午宴時表示，內房市場自
今年4月份起復甦，將帶動裝修業需求上升，對下半年公
司業務增長有信心，會積極增設分店，進一步開拓三線及
四線城市，以及研究加強精裝、打包裝修服務能力。

積極拓展O2O業務
何新明表示，今年開店步伐會較去年快，並會加強與經

銷商合作，拓展分銷渠道，亦會爭取大型連鎖工程，同時
會與發展商合作，打包裝修工程。在電商帶動下，東鵬去
年就與天貓合作拓展O2O業務，去年電子商貿業務收入
約1,800萬元，他指佔比雖少，但未來增速非常快，毛利
率亦接近零售業務水平。除與天貓合作網上家裝銷售之
外，公司亦會尋求與其他互聯網及電商平台合作。
何新明指出，未來數年是內地裝修業「洗牌」的時候，

未來不排除會併購項目，以壯大公司規模，成業界第一。
惟暫無合適項目，公司將優先考慮銀行融資，暫無股本融
資需要。對於早前有股東批股減持，何新明指出，是由於
該股東因為退休而作的個人財務安排，強調現時大股東無
意出售股份，並相信其股價仍被低估，市盈率水平偏低，
但因市場流通量問題而未能進一步增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本港兩大連
鎖快餐大家樂(0341)及大快活(0521)同於昨日
發布全年業績，其中大家樂純利按年微升
1%，錄得5.87億元；每股基本盈利 1.02元；
派末期息每股61仙。期內營業額 73.6億元，
按年增 7.8%；毛利率由去年 14.4%跌至
13.9%。

大快活毛利率勝大家樂
大家樂指，香港業務是集團主要增長動

力，去年香港業務收入按年升10%至61.2億
港元 ，較市場整體表現為佳，而香港業務佔
集團總營業額約83%。 集團旗下大家樂快餐
及一粥麵同店銷售分別按年增長9%及6%。
目前大家樂快餐及一粥麵分別有156間及35
間分店，未來仍會繼續擴展。
而競爭對手大快活業績表現較為理想，純
利按年升33.8%至1.44億元；每股盈利114.13
仙；派末期息52仙。期內，營業額22.45億
元，按年升10.17%；毛利率14.9%，按年增
1.3個百分點。而大快活於本港的快餐業務的
同店銷售按年亦錄得8%增長。
內地業務方面，大快活上年度仍錄得虧損

820.7萬，集團行政總裁陳志成表示，期望內
地業務可於年內轉虧為盈，集團計劃關閉1至
2錄得虧損的店舖，同時會開設3間分店，主
要集中在南中國地區，包括廣州及深圳。

兩公司內地業務無改善
大家樂內地業務似乎亦未如理想。集團指，
過往幾年內地的租金及勞工等成本大幅上升，
加上內地公費飲宴消費減少，拖累內地整體餐
飲業增長，去年集團內地業務盈利按年跌
28.55%至8316.9萬元，而集團於華南地區有
100間分店，同店銷售較去年錄得3%增長，惟
整體業務錄12.32億元，按年仍微跌0.49%。
業績公布後，兩股走勢向異，大快活低開

2%後調頭向上，收報23.8元，升6.25%；大
家樂偏軟，曾低見28.8元，收報29.1元，跌
0.342%。

被問到租金回落，食品價格有
否減價空間時，大快活回應

指，看不到有減價空間，租金下跌
只是一線地區，而屋邨和領匯商場
等仍然加租，而且人工成本亦上
升，所以並無減價空間。而大家樂
首席執行官羅開光也表示，集團會
跟隨經營成本調節產品價格，但旗
下餐飲售價今年沒有一個加價目
標，亦會不停檢視成本及市民負擔
能力，認為現時價錢合理，其年度
同店增長亦有所提升。

「一周一行」未影響生意
自今年四月內地由「一簽多行」
改為「一周一行」，有不少以自由
行為主要生意來源的商店都叫苦連
天。不過，羅開光於記者會上指，
「一周一行」政策推出後，遊客區
的生意雖有所放緩，但因該業務並
非集團核心 ，因此未有對整體生
意有太大影響。
去年大快活的毛利率較大家樂優

勝，陳志成指，毛利率上升主要因
營業額增加及控制成本理想，包括
食物成本及人力資源成本控制。
其中人力成本方面，人手編更有所
改善，疊更情況減少。
飲食業常有人手不足問題，大快
活去年人工成本上升8%至10%。
陳志成表示， 人手短缺問題一直
存在，未來會吸納更多兼職，目標
以年青人、少數族裔為主，同時會
出計劃挽留員工，他料，未來人工
成本或會升10%至12%。相反，大
家樂則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早前
更有報道指，有大家樂員工投訴
「瘋狂加班」，且加班時薪較標準
時薪低。

承認工時長加班時薪低
羅開光昨日亦承認，部分分店加
班情況嚴重，他表示希望把員工現
時日均11.5小時的工時減低，平均
每日只加班2至3小時，冀未來工
時可降低至11小時，但難以承諾其

實行時間。他又表示，管理層與員
工商討後決定，希望透過外判洗
碗、加強調動人手等措施，把日均
工作時間縮短。對於加班時薪與基
本時薪有出入，他指問題源於舊有
計算加班時薪的方式，按員工職級
分5至6級計算。羅開光指，研究
在一至兩個月內更新政策，前線員
工加班時薪將以「一比一」方式，
跟回個人基本時薪計算，希望可增
加透明度，釋除員工疑慮。

屋邨商場租金續升 大快活年內加價2%
兩大快餐不減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在本地通脹放緩以及租金出現

下跌情況下，公司純利都錄得增長的本地連鎖餐飲業兩大巨頭大

快活(0052)及大家樂(0341)都稱未有減價的空間。大快活行政總

裁陳志成昨日更表示，不排除今年將一如既往，加價約2%。

■■大快活行政總裁陳志成大快活行政總裁陳志成（（左左））料未來人工成料未來人工成
本或升本或升1010%%。。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攝

■蘇永海表示，有信心未來毛利率仍高
於行業平均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湯澤洋）
輝山乳業（6863）首席財務官蘇永海
昨於業績記者會上表示，由於中國乳
業市場低迷，原奶價錢下調，公司去
年淨利潤減少近 4億（人民幣，下
同）。但公司開始擴展下游市場，使
低溫奶產品銷售量上升，有信心未來
毛利率仍高於行業平均水平。
他指，內地原奶價錢維持約3,400
元/噸，價格已接近成本，預計今後不
會大幅波動。對於公司負債比率大幅
上升至31.9%，他解釋，因上市所得
的大量現金未動用，去年用於開拓土

地、飼料等上游業務，故出現資金減
少和負債比率增加。

加工廠明年第三季投產
今年4月，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出

售輝山8.97%股份，蘇永海稱並非對
方沽貨，而是輝山主動提出回收股
份，反映公司對前景充滿信心。他又
指，公司未來會將下游市場的重心轉
至江蘇省，計劃建立產能10萬噸/年的
液態奶加工廠，明年第三季投產，未
來5年內資金投入不超過25億。
早前中國與澳大利亞簽訂自由貿易協

定，將逐步免除澳洲進口奶粉關稅，輝
山副總裁郭學研認為，協議對內地乳製
品市場影響不大。因為目前澳洲奶粉佔
內地需求不足10%，關稅下調亦不會一
步到位，預計每年降1%，料澳洲未來只
會取代新西蘭進口奶粉的市場份額。

輝山料原奶價不會大波動

■江建軍表示公司上半年
整體表現理想。吳婉玲 攝

大家樂、大快活業績

營業額

純利

每股盈利

末期息

毛利率

製表：記者 黃萃華

大家樂 (按年變幅)

73.6億元 (+7.8%)

5.87億元 (+1%)

1.02元 (+1%)

61仙 (+10仙)

13.9%(-0.5個百分點）

大快活 (按年變幅)

22.45億元 (+10.17%)

1.44億元 (＋33.8%)

114.13仙 (+33.2%)

52仙(+13仙)

14.9%(+1.3個百分點)

大
家
樂
多
賺
1
%
大
快
活
增
3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