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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天津發生爆炸事
故將近三星期，中國太保(2601)預料事故對公司綜
合成本率影響不大，但目前仍未能估算實際賠償金
額；人保集團(1339)及中國財險(2328)指有關影響

「微不足道」。另外，受惠於上半年A股暢旺，中
國太保和人保集團的總投資資產及總投資收益率均
錄得增長。

暫未能估算賠償金額
中國太保董事長高國富昨於業績記者會表示，相

信天津爆炸對各間內地保險公司都有影響。由於目
前距離爆炸現場3公里範圍內仍屬封鎖區，中國太
保員工難以進入作估算。不過，公司於封鎖區內的
承保事項不多，而且透過再保分散風險，預料對綜
合成本率影響輕微，初步估計影響在可控範圍內。
上半年中國太保總投資收益317.99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年增長121.1%，年化總投資收益率達到
6.6%，按年增加2.2個百分點。太平洋資產管理總
經理于業明指，內地息率進入下行周期，為行業投
資帶來壓力，公司於下半年會繼續堅持價值投資，
尋找高股息和低估值的股票投資，有見不少股票已

進入公司有吸引力的價格區間，同時會加強留意類
固定收益產品。
另外，人保集團及中國財險董事長吳焰於業績記

者會上形容，天津爆炸事故對公司影響「微不足
道」。財險副董事長郭生臣指，爆炸事故涉及的主
體和保險種類多，但公司的再保安排充分，估計對
全年業績影響不大。郭生臣又指公司上半年綜合成
本率94.7%，按年上升0.3個百分點，較同業平均水
平低，有信心下半年綜合成本率可較同業水平高。

人保或加大投資品種
人保集團中期總投資資產增加9.1%至7539.2億

元，總投資收益率升3.7個百分點至8.8%。投資金融
部總經理盛今表示，上半年內地股市暢旺，公司增
加股票投資，故上半年權益類收益表現理想。不過
隨着股市出現調整，料7月至8月的投資回報下降，
未來會審慎調整投資配置，或會加大投資品種。

太保：天津爆炸對綜合成本率影響微

■中國太保董事長高國富(中)。 吳婉玲 攝

由於人民幣中間價連續兩日累計升
近200點子，加上昨日美元兌日

圓和歐元等貨幣均下跌，市場對人民
幣短期表現的信心有所恢復，在岸人
民幣即期匯率連續第四日上升，最高
曾見6.3755，收報6.3763，為 8月 11
日以來新高。離岸價也維持升勢，一
度曾大漲接近200點高見6.4411。不過
成交量縮減至282億美元，較上一個交
易日的515億美元大跌近5成。綜合8
月份計，人民幣累計貶值2.6%。以今
年全年計，貶值幅度更達2.7%，均是
匯改以來最差表現。

人幣短期內或有反彈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指出，人民幣中
間價上升強勁推升即期匯價，意在扭
轉或淡化此前濃厚貶值預期，倒逼投
機購匯止損出局，短期不排除人民幣
仍有階段性反彈可能。由於離岸與在
岸價差仍維持在650點子左右，短期內
難明顯收窄，因此套利需求難以消

退。另外盤中大行持續結匯，使得部
分購匯需求延後，導致日內成交量明
顯下降。
不過有中資行交易員認為，目前客

盤購匯情緒變化不大，只是大行強推
人民幣升值，「不管是砸遠期還是掉
期，對客盤而言稍微延後購匯反而可
以拿到更好的價格，至於能持續多
久，還需要看大行的態度」。在官方
上周干預之後，境內長端掉期小幅反
彈，主要是此前止損盤不少，當前只
剩零星賣盤，但估計反彈空間比較有
限。

港7月人民幣存款增0.1%
另外，金管局昨日公佈，香港7月份

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微跌0.2%。由於
活期及定期存款的跌幅大於儲蓄存款
的升幅，港元存款於月內下跌0.8%。7
月份外幣存款總額上升0.4%，人民幣
存款僅增加0.1%，至7月底的9,941億
元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

款總額於7月份也較6月份輕微下跌，
為5,836億元人民幣，而6月份的數字
為5,929億元人民幣。
7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減少0.6%，其
中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括貿易融資）
較上月減少0.9%，在香港境外使用的
貸款則增加0.2%。由於港元貸款跌幅

略高於港元存款，港元貸存比率由6月
底的79.9%，稍降至7月底的79.7%。
經季節因素調整後，7月份港元貨幣供
應量M1下跌3.2%，與去年同期比較則
增加14.0%。未經季節因素調整的港元
貨幣供應量M3於7月份下跌0.7%，與
去年同期比較則增加9.2%。

人幣月跌2.6% 10年最大
總理力撐 在岸離岸價昨齊升

招商局國際中期多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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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廣東省超
市連鎖店運營商順客隆(0974)昨開展第二日
招股，認購反應繼續慢熱，4間券商共借出
25萬元孖展額，遠未獲足額認購。

昌盛上市計劃欲捲土重來
另外據市場消息透露，以廣東為基地的
海倫堡地產有意來港上市，集資額約1.5億
至2億美元（約11.7億至15.6億港元），已
委任中金作為安排行。旗下項目分別位於
為華南、華東、華中、西南及西北地區，
以二三線城市為主。截至2013年為止，累
計總開工面積達1,800萬平方米，以及擁有
1,500萬平方米可開發的土地儲備。此外，
於2008年曾擱置招股的內房公司昌盛中國
亦有意捲土重來。

中信出版申請新三板掛牌
本港多家上市公司均計劃分拆業務於新

三板上市。中信股份(0267)公佈，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中信出版已於上周五向新三板公
司提交其股份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
統掛牌之申請，並於同日收到新三板公司
發出的受理通知書。
天工國際(0826)公佈，其附屬天工科技已

於上周五向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申
請掛牌，仍需待該公司批准，方可作實。
天工科技主營業務為，以海綿鈦為原料的
鈦加工材生產、研發與銷售。
創業板方面，海王英特龍(8329)昨公佈，

早在2月向聯交所提交轉板上市申請已告失
效，並決定不再繼續該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聯想控股（3396）昨日宣佈，以5,850萬美元（約
4.56億港元）戰略投資時趣Social Touch，為其在「互聯網+」環境
下佈局移動營銷行業的重要訊號。此次投資將對時趣整合上下游資
源，成為移動營銷綜合服務平台提供更強助力。
時趣Social Touch在2011年成立，是內地企業移動營銷解決方案
提供商，目前擁有四大業務組合，分別是營銷策略和執行服務、移
動原生廣告採購和投放服務、企業移動營銷管理軟件和實施服務、
企業移動營銷數據管理和數據分析服務。
時趣客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企業的移動社交轉型，代
表客戶涉及快消、線下零售、電子產品、金融服務等品牌。另一
類是數碼化的創新企業，代表客戶是一些互聯網應用、電子商務
平台、在線服務等類型的企業。
在投資時趣之前，聯想控股已先後投資了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
「拉卡拉」、專注於三農的互聯網金融服務商「翼龍貸」、內地
首家農業互聯網高科技綜合服務商「雲農場」、一站式互聯網醫
療服務平台「世紀聞康」等企業。

傳海倫堡籌15.6億擬港上市聯想4.56億戰略投資時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總理李克強力撐人民幣匯率「沒

有持續貶值的基礎」，人民幣中間價昨日應聲大漲93點子報

6.3893，創下一周新高。在岸人民幣即期匯率也大漲122點子，

收報6.3763，創逾兩周新高。但綜合整個8月份計，人民幣累計

貶值2.6%，創2005年匯改以來最差紀錄。事實上，在人民幣此

次大幅貶值之前，香港的人民幣存款已經接連放緩。據金管局披

露，人民幣存款7月份僅增加0.1%，至9,941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銀行公會署理主
席、匯豐亞太區顧問梁兆基昨日出席金管局與銀行
公會聯合舉辦的防止電話騙案宣傳活動後表示，基
於市況波動、人民幣貶值，會有客戶將存款轉回美
元或港元，初時會令本港人民幣資金池稍為收縮，
但日後會否持續收縮，要視乎人民幣融資需求有否
上升。他表示，有信心外界對人民幣融資工具需求
會慢慢增加，長遠有利資金池擴張。他續說，在香
港自由市場下，投機活動屬正常，但目前並沒有留
意到人民幣貶值的投機活動。

未見到港匯上升壓力
對於有報道指人民幣同業拆息或大幅飊升，梁兆

基指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及深度都比不上美元等
其他主要貨幣，當客戶把存款由人民幣轉換到其他
貨幣時，的確可能有資金錯配令拆息抽升，但認為
長遠資金調配暢順後，拆息將回穩。
至於港匯是否有升值壓力，梁兆基表示，市民將

人幣零售存款轉回
港元較多，但企業
客戶則轉兌各種貨
幣都有，故暫時未
見到「港匯有太大
（升值）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招商局國際(0144)
昨日公佈截至今年6月底止半年業績，營業額按年
升3.98%至40.8億元，經常性盈利按年升17.1%至
24.66億元，純利按年升29.41%至27.81億元，每股
盈利90.54仙。中期息按年維持22仙。內地經濟增
展放緩，招商局國際主席李建紅表示，預期內地下
半年經濟下行壓力大，目前未到達轉捩點，未來數
年公司內地集裝箱吞吐量只可維持單位數增長。

料內地經濟下行壓力大
李建紅表示，上半年內地集裝箱貨運表現仍「跑
贏大市」，但隨着全球經濟正在深度調整，內地經
濟有較大下行壓力，轉捩點仍未到達，但8月份貨
運及發電量的數據明顯回升，反映內地基本面變化
不大，預期下半年內地經濟增長「保7」。他預
期，下半年可維持上半年的營運情況，相信下半年
業績可在上半年的基礎下維持一定增長。
期內，集團完成集裝箱吞吐量按年升5.3%至
4,135萬標準箱，散雜貨吞吐量按年跌3.9%至1.74
億噸。港口業務利潤貢獻按年升10.4%至24.13億
元。李建紅指，旗下香港港口上半年集裝箱吞吐量

跌26.8%，跌幅大於市場的9%，主要是受到碼頭營
運系統置換、船舶大船化，以及聯盟大型化所影
響，預期未來香港港口吞吐量仍會下跌。

派息比率符合派息政策
對於上半年派息維持22仙，財務總監張日忠指，
公司上半年派息比率為20.5%，相關派息比率符合
多年來的一貫派息政策，而且手頭現金鏈及8月初
增發7億美元債券，總現金約126億元，反映手頭
現金充裕，以及並無因經濟環境差而減少派息，年
底有機會或會調整派息比率。

業務未受津爆事故影響
被問到7億美元債券的用途時，李建紅指，資金

將根據境內外的資金需求統一使用及投資，並非迎
合特定項目的需要，集團現時未有收購計劃可以披
露。他又提到，目前集團暫未有計劃將資產注入公
司，但公司會積極關注內地各省份區域碼頭之整
合，在可行情況會積極參與；現時集團亦暫無出售
非核心業務的計劃。對於天津發生爆炸事故，他
指，公司的天津業務與事故發生地點相隔一段距

離，未有受影響。
另外，中遠系、中海系旗下公司停牌待重組，市

場關注招商局會否與中外運進一步合作甚至整合，
集團早前與中外運的超大型郵輪團隊進行重組，已
成為全球超大型船隊之一，若中央政府在改革上需
要招商局集團的合作，有需要於未來按上市要求披
露。

■招商局國際昨日公佈截至今年6月底止半年業
績。 梁偉聰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民生銀行（1988）上周末宣佈，旗下全資附屬
民銀國際及多名聯合投資者，以每股0.565元認購華富國際
（0952）230.55億股新股，相當於經擴大後股本80.68%的股
份，涉資130.26億元。其中民銀國際支付代價約50.1億元，佔
比38.46%。完成後，民銀國際將按每股1.38元向華富國際提出
強制無條件現金要約收購，令民行成為華富國際單一最大股
東。華富國際昨日停牌，停牌前報1.41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敏儀）
上 海 實 業
（0363）今年初
公佈，旗下上實
環境擬年內以介
紹 形 式 來 港 上
市，集團董事長
王偉昨於記者會
表示，繼併購復
旦水務後，公司
仍有併購項目進
行中，暫未有具
體上市時間表。

同日，集團公佈今年中期純利按年減少29.51%至13.73億元，
主要受房地產業務盈利大跌拖累。每股基本盈利1.267元，派中
期息36仙。
近日股市低迷，王偉不諱言，上實環境進行併購時代價或較

低，但同時銀行借貸的利息或拉高，孰利孰弊難一概而論。他
又指，日前旗下上海醫藥與上海瑞力成立的基金，對上海醫藥
有培育作用，不排除公司成熟後，或整合入上海實業控股。而
提出已久的上實發展及上實城開整合計劃，他強調一直在進行
中。
另外，集團今年中期純利大跌，王偉解釋，主要由於去年同

期出售上海青浦區E地塊推高了基數，若扣除有關因素，純利
按年上升1.8%。但他承認上半年房地產市道確是低迷。

預期房地產銷售回升
他預期房地產於下半年有明顯回升勢頭，剛過去7月至8月的

合同銷售已是上半年的近6成。料全年合同銷售逾80億元。
近月人民幣貶值，王偉表示早前考慮到匯價風險，及早增加港

幣存款及減少人民幣存款，形容現時存款比例合理。現時集團人
民幣貸款額亦多於存款額，約有300億元人民幣貸款，以防止因
匯率的虧損。集團股價昨收報18.9元，跌3.96%。

上實環境來港上市時間未定

■上海實業控股董事長王偉。 曾敏儀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金管局昨日公佈，截至7月31
日，外匯基金總資產達32,646億元，較6月底減少514億元，其
中外幣資產減少40億元，港元資產亦減少474億元。外幣資產
減少，主要是因為贖回負債證明書。港元資產減少，主要是因
為獲認購而未交收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減少，以及香港股票
投資的估值虧損。

貨幣基礎跌0.3%
金管局於新聞稿披露，貨幣發行局賬目顯示，7月底的貨幣基

礎為14,198億元，較6月底減少45億元，減幅為0.3%。貨幣基
礎減少主要是由於負債證明書總額減少。7月底的支持資產總額
減少37億元至15,208億元，減幅為0.2%，主要是由於贖回負債
證明書，但有關減幅因來自投資的利息而被部分抵消。支持比
率由6月底的107.04%，增加至7月底的107.12%。

7月外匯基金總資產縮514億

民行入股華富提全購

■總理李克強力撐人民幣匯率「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 彭博社

■梁兆基表示，有
信心外界對人民幣
融資工具需求會慢
慢增加。
香港金融管理局圖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