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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市場研究機構Markit昨日發表報告
指，7月份日經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為48.2，較6月份49.2低，是
去年10月以來第二大單月跌幅，顯示私營企業的經營狀況進一步轉差。

內地新業務量續減
報告指，在分項指數方面，受累於經營環境轉差及需求疲弱，產出及
新訂單指數跌幅擴大，其中產出連跌4個月；新業務量因為消費意慾低
及來港旅客減少而下降；來自內地的新業務量自去年起持續減少，7月

跌幅更加有所擴大。
另外，企業繼續裁員，但幅度是去年9月以來最慢，企業亦進一步

減少採購，減幅是 2011年10月以來第二大 。整體投入成本繼6月微
升後再於7月份回落，但幅度僅屬輕微，並遠低於同項調查的平均
值。鑒於員工成本持續上升，數據顯示整體成本壓力得以減輕，主要
源於採購成本下跌。

新訂單縮減率擴大
Markit經濟師Annabel Fiddes表示，最新調查數據顯示，香港私營

經濟狀況持續下行，企業的產出和新訂單量繼續收縮，縮減率亦較6
月份擴大。相對於第二季度1.5%的平均增長率，最新的PMI讀數與
1.3%的經濟按年增長率更為一致。展望未來，料香港經濟或需一番掙
扎，PMI數據方能回復增長。此外，企業從內地取得的新業務進一步
顯著下滑，勢將拖累整體新訂單量增長。

PMI顯港營商環境續轉差
香港PMI一年來走勢 ■資料來源：日經 / Markit

B1 文匯財經財經新聞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副刊

■責任編輯：周兆恒 2015年8月6日（星期四）

渣打少賺37% 派息減半
ROE跌至5.4% 貸款減值撥備急升九成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渣打集團（2888）中期業績昨出爐，純利為

14.62億元(美元，下同)，按年下跌36.71%； 經調整稅前盈利為18.24億元，較市

場預期差，按年跌44.27%；按正常基準計算的每股盈利為48.7仙，而中期息因盈

利下降而大幅減少50%，派14.4仙。集團中期成績表雖未如理想，但該股倫敦股

價一度升6.5%，見10.14英鎊。

期內，經營收入為84.95億元，按年跌8.4%，
貸款減值撥備，按年急升95%至16.52億

元 ；股東回報率（ROE）較去年同期下降5個百
分點至5.4%，大中華地區行政總裁洪丕正指，
集團整體核心業務穩健，股東回報率達10%以上
目標不變，惟未有確實時間表。

香港區稅前盈利升23%
上半年集團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為11.5%，
按年升0.8個百分點，洪丕正表示，普通股權一
級資本比率達到集團定下的目標，而風險加權指
數由去年底至今已減少150億元風險加權指數，
而香港區因業務規模成本效益及生產率表現佔
優，因此風險加權資產回報率是有不錯成績。
地區業務方面，大中華地區經營收入28.54億
元，按年升2%，稅前盈利按年升21%，至14.31
億元，其中香港區業務受出售消費者信貸業務帶
動，稅前盈利為11.07億元，按年上升23%。

呆壞賬下半年難言改善
集團盈利表現未如理想，洪丕正表示，主要是
因呆壞賬上升，特別是印度業務受經濟惡化影
響，加上商品市場疲弱，集團需增加撥備，同
時，集團期內要為以往融資資產再作減值。他又

指，亞太區下半年經濟環境不明朗，難料呆壞賬
下半年會否有改善。
去年渣打中期息派 28.8 仙，今年大幅下跌
50%，洪丕正指，中期息下調是對應期內盈利下
跌，至於未來派息會否增加，要視乎資本的水
平、監管要求及未來業務發展，兩方面取平衡，
如未來盈利有改善，增長動力加大，派息亦有所
增加。
而集團淨息差按年收窄，亞洲區財務總監兼環

球地區財務主管馮隆春表示，因集團將更多資金
存放在收益較低的央行，而市場流動性高，令交
易業務的息差受壓，而上半年交易業務收入下跌
三成，但他表示，美國加息對部分市場的息差有
利。洪丕正補充，下半年商品需求持續疲弱，相
信不會有明顯反彈，因此預料下半年交易業務與
上半年相若。

英減稅有利做總部選址
對於集團總部選址，他指，集團為總部選址作

定期檢視，暫時未有時間表，他表示最近英國稅
制改變，當地將銀行徵費由現時21個點子，分
階段減少至6年後的10個點子，他指，雖然當地
會徵收8%企業稅，但整體對集團的稅務減幅可
觀，將會是集團總部選址的其中一個考慮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A股昨日回吐，港股成交亦繼續淡靜，恒指昨早
最多升過176點，高見24,582點後升幅收窄。恒指全日收報24,514.1點，升108
點，高低波幅只有161點，成交更只有691億元，創逾5個月以來最低。大盤股氣
氛低沉下，市場轉炒細價股，但「妖股」卻陸續出現，例如百靈達(2326)午後遭洗
倉，盤中一度暴跌39%；另又傳出證監會調查馬斯葛(0136)於停牌前的交易記錄，
事件被懷疑有「春江鴨」從中獲利。
百靈達昨日盤中曾一度大瀉39%，當時成交高達2.4億元，被市場人士懷疑該股
被洗倉，但午後該股從低位回升不少，全日只跌17.2%報1.1元，成交3.3億元。事
實上，該股波動極厲害，在6月底時，該股仍報2.46元，踏入7月後即連跌四個交
易日，一度累跌至0.3元低位，當日卻上演了「絕地反擊」，從最低位倒升4倍高
見1.2元。兩天後即7月9日，該股再度重上2.46元，惟至今股價又只餘1.1元，股
民可謂嘗盡「過山車」滋味。

馬斯葛傳被證監調查
另一「妖股」馬斯葛，傳出被證監會調查其停牌前的交易記錄。獲騰訊(0700)及

恒大(3333)聯手入主的馬斯葛本周一復牌，股價曾飆升最多1.5倍。據了解，證監
會已即時作出跟進，向券商索取馬斯葛6月初停牌前約兩個月的交易記錄，證監會
的目的或希望從交易記錄中尋得「春江鴨」的蹤影。
資料顯示，馬斯葛的股價今年初大部分時間均徘徊在0.15元水平下，但自4月13

日起開始出現異動，直至6月8日期間，股價升幅高達1.4倍。有證券經紀指出，
馬斯葛引入騰訊及恒大兩股重量級勢力，惹來股民無限憧憬，結果該股公佈消息
後卻連跌3日，主要因為騰訊及恒大的入股價只是0.006元，馬斯葛的現有價位已
有相當賺頭，即使該股跌至最低沽出價0.01元，騰訊及恒大的投資仍有66.6%的利
潤。
加上早前市傳馬斯葛停牌前，貨源早已歸邊，街貨量低於5%，但復牌後的3天皆有
大成交(昨日成交逾5億元)，明顯是庄家已開始向外「派發」。他直言，若目前市值逾
170億元的馬斯葛沒有獲得騰訊及恒大的任何注資，股民便不宜對該股過份憧憬。

濠賭股建材股有追捧
港股方面，國指收報11,125.8點，升50.9點。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

恒指技術上受制於25,000點，在缺乏新的利好消息下，大市成交也不多，短期再
突破的機會不大，個別股份雖見炒作，但相信升勢不會持久。他預料，港股或趁
美股調整而下試低位，今番調整浪不排除跌穿24,000點。
連跌多日的蒙牛(2319)終見反彈，全日升5%，為表現最佳藍籌。落後的濠賭股

亦造好，美高梅(2282)業績勝預期，兼獲大行唱好，昨日升2.4%，刺激同業銀娛
(0027)升2.5%，金沙(1928)及永利(1128)升逾1.8%。水泥股海螺(0914)四連升，昨日
再升4.9%，中建材(3323)升6%，金隅(2009)升8.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香港電訊
(6823)昨日公佈截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營業額
按年升27.59%，至159.74億元，純利按年升
27%，至17.78億元。雖然每股盈利23.5分，
但中期息每股就派25.79分。增長反映整合
CSL後的全六個月業績，以及電訊服務有穩定
的業務增長。董事總經理艾維朗在記者會上表
示，移動服務月費計劃無減價空間，因有很多
支出，包括港鐵公司(0066)網絡租賃費用等，
而會否加價則要視乎市場競爭及通脹水平。

ARPU較去年升4%
期內，EBITDA總計上升30.4%至57.7億
元，當中流動通訊EBITDA按年升1.38倍至
22.98億元。 今年6月底的期末後付客戶每名
客戶平均消費額(ARPU)由去年216元上升4%
至224元。於6月30日，流動通訊客戶總數為
465.3萬名。而過去一年手機後付客戶減少約

1%至314.7萬戶，艾維朗指，當中超過九成流
失客戶為低端用戶，直言「沒有電訊商能在低
收費用戶身上賺錢，樂見這些客戶離開」，並
指這是ARPU得以提升的原因之一。至於預
付用戶增加，主因訪港旅客增加所致，波動性
較大。
而集團收購csl.業務後，手機銷售大幅增

長，艾維朗指並無特別谷銷量，只是滿足客戶
需求，除iPhone外，公司亦有提供LG、小米
等手機讓客戶選擇。對於有競爭對手手機銷售
增長高於香港電訊，他就強調，集團是服務供
應商，而且移動服務毛利率較手機高，達
40%，遠高於手機銷售僅1%毛利率，認為依
賴手機銷售的生意模式不夠持續性，「我們不
是百老匯，我是賣服務，不是賣手機。」

望新iPhone開放NFC
對於競爭對手數碼通(0315)總裁黎大鈞即將

退休，艾維朗讚揚他是個很好的對手，而自己
則暫時不會退休，因仍想與公司團隊繼續合
作。就今日盛傳數碼通推出的手機錢包則不予
置評。另外，對於iPhone用戶未能使用「拍
全賞」服務，他認為蘋果作為大公司，不開放
NFC是不智的行為，希望新一代iPhone推出
時，NFC平台亦都會開放，但他表示，不知
道蘋果新一代手機將來情況。

受惠併CSL 香港電訊多賺27%

妖股重現江湖 百靈達曾瀉3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
政府昨公佈第5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5）（4228）分配結果，
一如市場所料，申請人數及認購
金額為歷屆之冠，僅40.2萬人可
獲分配兩手債券。未能人人獲配
兩手，意味約有257億元將退還予
申請人，為歷來最多，部分銀行
已瞄準商機，推出存款優惠吸
客。

40.2萬人獲2手 暗盤逾103.5元
iBond5合共收到59.78萬人申請

認購，總認購額為357.24億元，
超額2.57倍，所有有效申請均獲
配發一手債券，經抽籤後，有40.2
萬人可獲分配兩手債券。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表示，不認為最新一批iBond認購
反應特別好，與近月內地及本港
股市波動有關，只是香港市民對
iBond的認識加深，令到整體認購

風氣提升。但他強調iBond不會成
為長遠推行計劃，政府會每年視
乎通脹環境息口再定會否再推出
計劃。
iBond5 於周五（8月 7日）發

行，並於8月10日（下周一）在
港交所（0388）掛牌，不過獲配
者可先透過券商於周五在暗盤市
場做買賣。據悉，場外市場暗盤
價高於103.5元，不計手續費，每
手可賺350元，兩手則賺700元。
而市場預期首日掛牌價約103元至
104元，將較以往低。
由於今次iBond5認購情況空前

熱烈，退款257億元歷來最多，不
少銀行乘勢推出優惠，以高息、
低門檻吸退款做定期。其中建行
亞洲人民幣半年息為全城最高，
上調0.05厘至3.5厘；而一年存息
則加0.18厘至3.38厘，為同行第
二高。數到最高息的優惠是花旗
香港的1個月期人民幣定存優惠，

年息高達4厘，惟最低兌換及定存
額為10萬港元。

銀行各出奇謀搶257億退款
港元定存方面，中銀香港推出

靈活高息港元定存優惠，存滿3個
月可有年息0.5厘，起存額5萬港
元；同時亦推一般港元定存優
惠，起存額10萬元，6個月及12
個月期年息分別0.68厘及0.9厘；
此外更有結構性存款優惠，起存
額5萬元，存期3個月，最低及最
高回報分別為0.45厘及0.55厘。
而星展香港推出的iBond5退款

優惠，存款更不一定是iBond5退
款，只要曾認購iBond5，便可將
人幣新資金轉到星展。曾認購人
士可以人民幣新資金20萬元或以
上開立6個月期定存，年息3.33
厘，同年期計屬同行第二高。

iBond5發行時間表
日期

8月7日

8月10日

2016年2月11日

2018年8月7日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

製表：記者 曾敏儀

詳情

發行及退款

在港交所上市

第一次付息

債券到期

■香港電訊董事總經理艾維朗（右）表示，會
否加價要視乎市場競爭及通脹水平。梁偉聰 攝

■政府昨公佈第5批通脹掛鈎債券（iBond5）分配結果，申請人數及
認購金額為歷屆之冠。 資料圖片

歷屆iBond認購及分派數字

債券

iBond1

iBond2

iBond3

iBond4

iBond5

*市場預期

製表：記者 曾敏儀

認購人數

15.5萬

33.25萬

52.08萬

48.82萬

59.78萬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及綜合市場消息

認購金額
(億元)

131.57

498.36

396.27

291

357.24

最多獲派

7手

4手

2手

3手

2手

首日掛牌價
(元)

106.7

105

103.5

105.15

103-104*

搶iB
ond5

退
款

花
旗
人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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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渣打2015年中期業績表現
項目

經營收入

稅前盈利

純利

每股盈利

中期息

普通股權一級
資本比率

股東回報率

製表：記者 黃萃華

金額(美元)

84.95億

20.98億

14.62億

48.7仙

14.4仙

11.5%

5.4%

按年變幅

-8%

-36%

-37%

-50%

-50%

+0.8個百分點

-5個百分點

50

40
4月 7月

■■渣打集團昨公佈中期業績渣打集團昨公佈中期業績，，成成
績表未如理想績表未如理想。。 黃萃華黃萃華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