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交所首季少賺9%
股市成交額跌23% 本季起審慎監控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

(0388)首季純利 14.32 億元，同比跌

9.1%，仍符市場預期。每股基本盈利

1.19元，不派息。純利下跌主要因日均交

投按年減少23%至507億元。該所表示，

未來將持續推進戰略部署及審慎監控成

本。港交所昨日無起跌，收報18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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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首季業績撮要

27.51億元
按年⬇2%

8.54億元
按年⬆19%

18.97億元
按年⬇9%

14.32億元
按年⬇9%

1.19元
按年⬇12%

收入及其他收益 營運支出 EBITDA 股東應佔溢利 基本每股盈利

空軍再出擊 港股勢失守二萬

國泰稱收購維珍「無根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國銀
行(3988)旗下的中銀航空租賃計劃在下周
一啟動11億美元(約 85.8億港元)集資額
IPO，並以單一價格招股。路透旗下IFR
報道，中銀航空租賃可能把發售價訂於
2016年市賬率1.1倍。同時，公司將會依
靠基礎投資者，認購大約50%股份。
中銀航空租賃總部設於新加坡。中行此
前表示，中銀航空租賃發售規模不超過發
行後總股本的40%，其中一半為新股，一
半為控股股東出售舊股。
中銀航空租賃去年收入10.91億美元，
盈利3.43億美元，分別按年增長10.4%及
11.3%。去年底，機隊總數270架，包括
227架自有飛機及43架代管飛機。

HSSP超購2180倍 或歷來三大
此外，市場消息透露，從事服裝標籤及

包裝印刷產品製造及銷售商HSSP
INTL(3626)初步已錄得逾2,180倍超
額認購，除成為今年新股「超購
王」外，更有望成為本港新股市場
歷年來第三大超購新股，並打破
2011年上市的米蘭站(1150)的2,178.5
倍超購記錄。
HSSP一手中籤率僅得5%，該公
司以上限1.36元定價，集資6,256萬
元，將於下周三上市。保薦人為匯
盈融資、嘉林資本。

雅迪認購不足額更現「抽飛」
至於昨日已截止孖展認購的內地電

動兩輪車品牌雅迪集團(1585)，公開
發售未足額，並出現「抽飛」情況。綜合6
間券商合共為其借出近2,480萬元孖展額。

加國油企Persta遞上市申請
另一方面，加拿大從事石油及天然氣
勘探開發的Persta Resources Inc遞交主板
上市申請。集資所得擬用於鑽探3個氣井
及2個油井。獨家保薦人為長江證券融
資。
初步招股文件顯示，該公司在2013年錄

得虧損65.4萬加元；2014年扭虧，錄得盈
利300.2萬加元，但2015年又錄得虧損
248.5萬加元。公司於2005年3月成立，
主要從事天然氣礦產，及輕質原油礦產勘
探、開發與生產，長期目標為建立一間成
功的加拿大天然氣及原油勘探、開發及生
產公司。

中銀航空租賃下周啟動IPO籌86億

陳啟宗出書 洋洋19.8萬英文字

縱觀多間上市公司主席平時日理萬
機，積極與小股東溝通的為數不多，恒隆
地產（0101）主席陳啟宗（Ronnie），每
年都會親撰《董事長致股東函》分享自己
對經濟及集團方針的看法，更難得的是一
寫就25年，在中期及年度報告書中共撰寫
了102篇致股東函。最近更威到可以出書，

書 名 就 叫 《25 YEARS IN RETRO-
SPECT》，洋洋19.8萬英文字均是Ron-
nie逐字雕琢，沒有請槍。

25年致股東函 分析經濟形勢
陳啟宗寫的致股東函，內容最初只集

中向股東交代公司的業務狀況及發展策
略，發展至後期，他亦深入分析香港、
內地及環球的經濟狀況，與本港及海外
市場人士分享其見解，最後竟然「震驚
13億人」！

話說Ronnie在去年的中期報告中的致
股東函中，洋洋8,000字提到對內地經濟
的擔憂，結果引來內地網絡紛紛轉載及討
論，有網民笑稱這真的「震驚13億人」。
Ronnie 自上世紀 1991 年掌舵恒隆系以
來，表達對公司業務狀況及發展的觀點，
及至千禧年左右，陳啟宗陸續加入分析本

港、內地以至環球經濟形勢的觀點。

每篇忙1個月 地面寫到天上
陳啟宗笑稱，這本書是非賣品，而是

因為有股東提出希望將以往的致股東函集
合在一起，故有結集成書的念頭，該批書
印了1,000冊，倘有股東欲索閱會安排致
送。他又形容，每篇致股東函均用約1個
月寫成，「出差又寫，響飛機又寫，落地
又寫」。

每年的致股東函均另設中文版，人稱
「大公關」的恒隆地產傳訊助理董事關則
輝透露，中文版另聘有「文膽」翻譯。
Ronnie 該 102 篇致股東
函 ， 英 文 超 過 19.8 萬
字，翻譯成中文字數超
過34萬字。

■記者 蘇洪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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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宗致股東函結集成書。 蘇洪鏘 攝

港交所主要市場指標
2016年首季 2015年首季

聯交所的股本證券產品 507億元 655億元
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滬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34億元人民幣 53億元人民幣

主板新上市公司數目 14間 19間

創業板新上市公司數目 6間 9間

IPO集資額 303億元 203億元

上市後集資額 608億元 639億元

業績報告指，收入下跌，主要因素是香
港現貨市場及英國商品市場交投淡

靜，回復到與 2015年第4季相若水平，但
與2015年第一季相比，則分別減少了16%
及9%。今年首季EBITDA利潤率為69%，
同比減少5個百分點，按季則減少6個百分
點。現貨、商品及結算業務EBITDA，也
分別按年跌13%、23%及15%。

「滬股通」日均成交額跌36%
今年首季聯交所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507億元，同比減少22.6%，「滬股通」
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大跌35.6%至34億元人
民幣，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則按年升49%
至303億元。「滬港通」運作並產生收入
及其他收入共約3,500萬元。
今年該所首季營運支出同比增加19%至
8.54億元，主要反映為支持戰略計劃而增
聘人手的費用以及相關法律及專業費用增
加。港交所指，2015年第一季集團從美國
雷曼兄弟清盤人收回7,700萬元的一次性
款項，減低了該季度的營運支出；若不計
此數，季內營運支出的增幅為7%。港交
所補充，在持續推進戰略計劃的同時，對
於較次要項目的時間表更為謹慎處理，以

達至今年內可以妥善管理資本開支及控制
人手增長幅度。

期貨日均成交增66%創新高
今年首季的香港期貨交易所的衍生產品

合約成交大增，平均每日成交張數同比增
加65.7%至51.2萬張，收市後期貨交易時
段的平均每日成交合約張數，亦大增
150%至4.1萬張，均刷新季度紀錄。商品
業務方面，第一季LME（倫敦金屬交易
所）的金屬合約平均每日成交量按年下跌
9%，季末未平倉合約減少6%；交易費減
少12%，營運支出增加26%，主要由於年
度薪酬調整以及期內增聘人手。

高盛籲沽售 降目標至142元
高盛上周發表報告指，預期今年港股日
均成交金額萎縮至700億元，因此認為港交
所在公佈首季業績後將繼續被市場降低盈
利預測，又認為「深港通」的開通以及A
股加入MSCI環球指數無助大幅提升港交
所的收入。該行率先調低港交所2016-2018
年每股盈利預測的同時，將目標價由144元
削至142元，投資評級為「沽售」。
港交所昨收報185.8元，無升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對於早
前有澳洲媒體報道指，國泰（0293）擬競
投維珍澳洲航空25.9%股權。國泰行政總
裁朱國樑在股東會後，只回應了一句「無
根據的傳言」。股東問到將來會否增加派

息或回購股份，主席史樂山回應指，派息
需視乎業績，不能夠對派息作出預測；至
於回購股份，集團會考慮使用回購股份作
配合資金運用用途，並指集團未來會繼續
將資金用作業務擴展。

3英國併O2遭否決 長和或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長和（0001）昨日宣
佈，集團對歐盟競爭委員會決定阻止3英
國與O2英國的合併感到非常失望，將仔
細研究委員會決定，並將考慮各種對策，
包括可能提出上訴。
長和於新聞稿表示，集團確信合併本應
會為英國帶來重大利益，除了可為英國
數碼基建帶來高達100億英鎊的私營企
業投資外，英國國內的覆蓋率問題會得

到改善，網絡容量、速度及惠及全國消
費者與商戶的價格競爭亦可得以加強，
並能處理目前英國流動網絡營運商之間
頻譜擁有權顯著失衡所引起的競爭問
題。
集團現在將專注與歐盟競爭委員會合

作，以使其提出的3意大利與WIND合併
計劃通過，並繼續推行可為長和集團帶來
價值的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昨輕
微反彈兩日後再延續跌勢，早段高開105
點已是全日高位，午後期指率先跌穿2萬
關口後，港股現貨亦跟隨，一度低見
20,008點，收報20,055點，仍跌187點。
國指報 8,443 點，跌 0.5%。成交仍無起
色，全日只有597億元，其中盈富基金
(2800)全日成交額急增至46億元，沽空率
高達45%，顯示淡友在小休後，正部署下
一輪「空襲」。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經濟

環境沒轉強跡象，港股成交也持續萎
縮，預期恒指將進一步走弱，難破「五
窮月」魔咒。技術上，恒指於4月至今已
築圓頂，利淡傾向明顯，加上低處下降
通道，料港股今日將下挫，有機會再試
低位。

藍籌股普遍走低，金融股及地產股均受
壓，友邦(1299)及匯控(0005)各跌 2.1%及
1.1%。新地 (0016)、長實 (1113) 及信置
(0083)各跌1.9%、2.8%及1.7%。

重大遺漏受查 昆明機床插16%
手機股「有人歡喜有人愁」，日前急挫

的聯想(0992)昨日僅彈0.2%，顯示壓力仍
大。瑞聲(2018)及舜宇光學(2382)則獲大行
唱好，並且上調目標價，分別升2.8%及
5.2%。昆明機床(0300)因重大遺漏，遭中證
監調查，該股的H股大挫16.1%。

傳受壓售卓佳 東亞稱非時機
個別股份方面，據報道引述消息指，迫

於持股約7%的投資者Elliott Management
壓力，東亞(0023)將出售卓佳（Tricor）股

權，卓佳的業務是向包括多家香港和新加
坡上市公司在內的企業，提供後台服務。
Elliott 此前要求東亞出售自身股份，惟東
亞表示現不是考慮出售的好時機。東亞持
有Tricor 75.6%的股份，其餘部分由新創
建(0659)持有。
據消息稱，高盛將為東亞及新創建提供

交易的顧問服務，東亞將於5月底前啟動
出售程序，包括凱雷投資集團和霸菱亞洲
投資基金在內等的私募股權公司，已表示
對該業務有興趣，但暫未有競購方提交正
式收購建議。東亞發言人表示，該行將在
適當的時候公佈相關消息，新創建發言人
則不予置評。
另外，香港電視(1137)主席王維基，證實

個人將參選9月立法會直選，考慮港島或
新界東，該股反覆高收1.9%報1.65元。

陳啟宗：聽聞內地或出招刺激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內地經濟

放緩，日前內地官媒《人民日報》更以「L
型」形容中國經濟，反映當局對未來越趨
觀望。恒隆地產（0101）主席陳啟宗昨天
與傳媒茶敘，席上表達對內地經濟仍然觀
望，不過透露獲消息人士稱，內地或將推
出刺激消費措施。

經濟有上落 無須擔心
陳啟宗指，內地經濟不外乎「三頭馬

車」：投資、出口及內部消費，如果外圍
環境轉差，人民幣亦貶值，估計當局刺激
內需是「好可能」，不過未有透露具體細
節，「聽到有啲苗頭，未知係咪大動作」。
他又指「睇唔到有咩可以令佢增長」，內地
為創造就業機會而保持每年6%至7%經濟增
長，但這方面會有代價；不過又指「經濟梗
有上有落，有咩好擔心」。
他又提到內地制度有待完善，出現貪污

及漏洞，又以早年4萬億救市方案為例，
認為資金未能用在正確地方，不少資金去
向未明。

港零售業長遠仍看好
香港零售方面，陳啟宗長遠仍看好，因

為本地有一定消費力，內地客總不乏來
港；又指早年本港零售因個人遊而變得火
熱，惟近年出現針對內地客的騷動，慨嘆
「香港人自己搞死自己」。對於本港樓
市，他繼續讚揚現屆政府施政恰當，又指
政策見效需時。
對於近日抬頭的「本土」勢力，他形容

香港就像走台灣「舊路」。他表示，台灣
自李登輝上台後經濟一直沒大增長，「真
係慘」。又指本土意識世界各地都有，然
而台灣和香港都資源不足，難言「獨
立」，「如果唔係響大陸仲有錢搵就陰
公」。不過他又補充，畢竟本港是民主體

制，對事情的討論無分對錯，但政治則有
分輸贏，是零和遊戲。
被問到會否參政，陳啟宗沒有正面回

應，只道「我做生意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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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宗透露獲消息人士稱，內地或將推
出刺激消費措施。 蘇洪鏘 攝

■港股輕微
反彈兩日後
再 延 續 跌
勢，昨收挫
187點，成
交 仍 無 起
色 ， 只 有
597億元。

中通社

■中銀航空租賃可能把發售價訂於2016年市賬
率1.1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