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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置上半年蝕 45 億 回應商戶減租要求

吳天海：不能單靠業主拯救地球
九置重點商場項目
上半年經營情況

本港新冠疫情嚴峻，最新 6 月份
零售業總銷貨價跌 24.8%，為連
續第 17 個月下跌，零售管理協會

■海港城

指業界已到「山窮水盡、隨時崩

業（1997）昨公布截至 6 月 30 日

◆整體收入（包括酒店）下跌 28%及營業盈利下
跌30%。
◆商場： 收入下跌30%及營業盈利下跌33%。由
於疫情拖慢商戶的新投資，至 6 月底出租率為
90%。

中期業績，股東應佔虧損 44.54 億

■時代廣場

元，主席吳天海回應旗下商場減

解自己是否有能力，認為經濟環

◆整體收入下降 19%及營業盈利減少 21%，反映
租戶在前景不明下對承租顯得猶豫。
◆商場：國際品牌普遍暫停或押後拓展計劃，部
分商舖更開始整合在本港的業務。商場收入減
少 23%及營業盈利下跌 25%。至 6 月底的出租
率降至92%。

環相扣，業主也有很多開支，不

■荷里活廣場

能單方面由業主「拯救地球」。

◆收入減少 13%及營業盈利下降 17%。至 6 月底
的出租率為96%。

潰」狀態，呼籲商舖業主減租救
亡。香港最大商場業主九龍倉置

租事宜時，指上半年已為租戶提
供超過 10 億元寬免，他以「救生
員」比喻業主，指救人前應先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 疫情打擊下，港零售業苦苦經營，商場冷清、商舖無生意，不知何時才能走出困境。

九置的中期報告開宗明義以《新冠疫
情摧毀全球經濟》為題，期內股東

應佔虧損 44.54 億元，主要受累物業重
估轉虧損 73.5 億元拖累影響，每股基本
虧損 1.47 元。中期股息每股派 0.78 元，
按年減少近三成。財報顯示，由於疫情
嚴重打擊集團各業務層面，集團收入減
少 20% 至 67.75 億 元 ， 同 比 下 跌 約
20.3%，基礎淨盈利下降 26%至 38.44 億
元。投資物業收入及營業盈利分別減少
18%及 21%，主要因為在目前不利的情
況下，營業額成分租金暴跌，以及向零
售租戶提供顯著的基本租金優惠。
對於早前政府及零售管理協會等呼籲
業主取消底租，並暫緩對未能交租的商
戶採取法律行動或收回店舖。吳天海
指，集團上半年租金寬免超過 10 億元，
絕不是小數目。他指不僅租戶有困難，
業主也有很多開支，如需要支付利息、
償還銀行債務、支薪、繳交差餉及地租
等，不能由業主單方面「拯救地球」。
他舉出兩個例子，首先以自己讀書時
學習拯溺為例，救人前先要了解自己是
否有能力，若泳術不高，只會兩人一齊
死。另一個例子是飛機起飛前，飛行服
務員會指示，若飛行途中有事故發生，
當氧氣罩落下時，要先幫自己戴上氧氣
罩，才協助旁邊的人。

海港城零售收入跌 3 成
吳天海強調：「幫得到租客一定幫，
但先要平衡自己的能力」。他又指，大
部分業主都有借貸，若財務狀況出現問
題，銀行或會收緊借貸，信貸評級也會
受影響，環環相扣。
有傳集團向海港城租戶提供 5 月份租
金折扣，但要求租戶最少延長租約 18 個
月，並在7月中前繳清6月底止未償還租

金及欠款。吳天海說，由於租約受保密
協議限制，不能透露細節。
公司表示，海港城零售部分的收入錄
得 28 億元，同比跌 3 成，截至 6 月 30 日
的出租率為 90%，由於疫情拖慢商戶的
新投資；海港城整體（包括酒店及寫字
樓）收入錄得45億元，同比跌28%。
另外，時代廣場的業務因疫情和社交
距離措施而大受影響，國際品牌普遍暫
停或押後拓展計劃，部分商舖更開始整
合在本港的業務。由於市道低迷，商場
收入減少 23%，6 月底的出租率降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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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置昨公
布 2020 年中
期業績，左
起為投資關
係經理吳庭
欣、主席吳
天海及董事
許仲瑛。

■ 恒隆集團
董事長陳啟
宗 直言對本
港零售前景
「唔係睇得
太通」。

旗下酒店收入跌 72%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港威酒店及太子
酒店皆深受影響，平均入住率於期內暴
跌至 20%。酒店收入因而暴跌 72%至
2.56 億元，營業虧損 2.43 億元。而太子
酒店亦自 2 月起停業作翻新，計劃於
2021 年首季重開。吳天海稱，平均每日
只有數百人來港，導致酒店業務成為頭
痛問題，會積極發掘本地客源。
至於國際奢侈品牌及寫字樓均出現退
租情況，吳天海指出，續租租金將按當
前市場水平釐定，而寫字樓因經濟前景
不明朗，需求減少及空置率上升，未來
租金有下調壓力，他指上半年旗下寫字
樓業務未有太大影響，惟未來空置率或
上升，租金將保持穩定，又稱未有將酒
店改建寫字樓的計劃，亦無意發展住宅
物業。
他又指，目前營商環境非常不利，而
且無人知道肺炎疫情如何發展，因此不
能作出預測，稱只能抱着向好的希望。
他稱九置在香港扎根多年，認為仍是值
得繼續投資的好地方，暫時未見疫情對
本港競爭力構成影響。

期指結算後 重磅股回吐

不過，重磅股表現在期指結算後「腳軟」，拖累恒指倒
跌。友邦(1299)大挫2.4%，加上滙控倒跌0.3%，港交所跌
1.3%。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不單港股目前缺乏
方向，美股同樣也在拉鋸上落，主要因未來數天，會有多
間美國大型科技巨企公布業績，相信會左右股市表現。同
樣，港股也將進入業績期，昨日業績向好的股份明顯有支
持，這亦是大市徘徊不前的原因。
百威(1876)6 月份內地銷售量反彈，並創單月新高，股
份因而升 4.9%。恒隆(0101)純利倒退 11%，但維持中期派
息金額，故此股價變動不大，全日升0.4%。
另外，聯儲局在議息會議後一如預期宣布維持利率不
變，維持在 0%至 0.25%水平。會後聲明亦指，該局會動
用一切可用工具去維持經濟增長。植耀輝認為，聯儲局的
言論符合預期，市場的焦點會放在企業業績，以及中美關
係的最新發展上，相信港股短期仍會窄幅上落，於 25,000
點水平徘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恒隆地產
（0101）昨公布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之中期
業績，期內總收入為41.84億元，與去年同
期持平，計及45.26億元的股東應佔物業之
淨重估虧損後，錄得股東應佔淨虧損 25.37
億元，每股虧損 0.56 元，派中期息每股
0.17 元。董事長陳啟宗表示，在行內 40 年
未見過世界出現這樣的情況，疫情、本地
暴動、中美進入冷戰全部不利營商，直言
對本港零售前景「唔係睇得太通」。

恒隆港物業組合租賃收入跌5%
財報顯示，香港物業組合租賃收入受疫
情拖累，較去年同期下跌 5%至 19.07 億
元，當中住宅及服務式寓所租金收入按年
大減 14%。公司稱，已採取措施紓緩租戶
的龐大經營壓力，包括提供租金寬減及其
他支援措施。
內地業務方面，縱使年初亦面對疫情挑
戰，但自 4 月起迅速及大幅度地復甦，上

海 3 個項目租賃收入增長介乎 6%至 15%，
內地整體物業組合租賃收入以港幣計算增
長4%至22.77億元。
陳啟宗向來聲稱自己「擁抱熊市」，因
為熊市有更多機會。不過他昨日在業績會
表示，「擁抱熊市仍然言之過早，不代表
要擒擒青」，稱要視乎行家是否同樣看
好，表示集團會繼續物色好機會。被問及
會不會將恒隆集團私有化，陳啟宗僅以
「不會」兩字回應。
被問及對零售業前景的看法，陳啟宗坦
言，自己從事這一行 40 年都未見過世界出
現這樣的情況，疫情、本地暴動、中美進
入冷戰，全都是不利營商，對香港的未來
「唔係睇得太通」，需要觀察更多。
至於旗下香港區商戶情況，恒隆地產行
政總裁盧韋柏表示，7月會繼續向商戶提供
支援，重申租金寬免措施不能夠「一刀
切」處理，因為疫情每天都有變化，需要
時間觀察。盧韋柏稱，希望未來疫情可以

多間大行降港經濟增長預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本港前日公布的第二季GDP按年下跌
9%，為連續四個季度錄得負增長。多間大行也看
淡香港經濟前景，下調經濟增長預測。其中，高
盛稱香港疫情轉趨嚴重，政府收緊限制社交的措
施，同時關閉部分服務場所，該行調低今季經濟
預測至收縮5.3%，原先預期為收縮2.6%。

瑞銀大摩料全年收縮逾 8%
瑞銀亦下調今年香港全年經濟預測。瑞銀投資
銀行北亞地區經濟師鄧維慎認為，香港實體經濟
面臨新一波挑戰，因此下調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預
測，由收縮 6.8%下調至收縮 8%，但相信香港金
融穩定性強，並有更多政策支持的空間，如擴大
抗疫基金和保就業資金，以支撐實體經濟。
鄧維慎指，近幾周香港遭受最大一波新冠疫情
衝擊，每百萬人口中有超過 400 人感染，數字明
顯高於6月時的150人，而且與3月至4月那波疫
情不同，當時輸入性病例是主要因素，而目前
「聚集性感染」成為主因。面對疫情趨於嚴峻，
香港實體經濟再度面臨挑戰，限聚令收緊至 2
人，令公共交通和零售場所人流驟減。瑞銀預
期，新一波疫情恐導致民間部分消費和香港經濟
活動再度下行。
此外，鄧維慎稱，儘管實體經濟面臨挑戰，美

■ 香港經濟增長恐未見底。

資料圖片

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待遇，但相信香港應會保持
總體的金融穩定性。
摩根士丹利將本港全年 GDP預測下調 1.5個百
分點，至收縮 8.5%，相信第三波疫情以及地緣
政治緊張加劇，將令本地私人消費、服務出口及
私人資本支出於第三季呈現二次插水，抵消了貨
物出口及財政刺激政策的支持，料第三季 GDP
跌幅將達 9.5%。該行同時預計從本年第四季度
起會有小幅度回升，GDP 預料能在 2021 年第三
季度之前以 V 形復甦，該季將錄增長 5.5%。失
業率方面，該行預料於未來數個月將會升至
2003 年的 8.5%高位（上月數字為 6.2%），年底
才回落至5%至6%。

受控、本地社會運動不會再出現，以及中
美關係交惡不會影響市民消費。

內地業務俏 70大品牌排隊進駐
相反，陳啟宗表示內地市場令人鼓舞，
有不少大品牌積極開拓分店，由去年至明
年約有 70 個大品牌在恒隆旗下 6 至 7 個商
場簽約開店，大品牌與集團的看法亦相
近。他認為，中美交惡對內地奢侈品市場
卻輕微向好，因為中央政府似乎預視到這
個情況，並一早實行放寬稅務等工作，令
目前在中國內地購買奢侈品與外地差異減
少，相信日後外遊購買奢侈品的需求會減
少。
另一邊廂，母公司恒隆集團（0010）亦
盈轉虧，股東應佔基本純利為13.36億元，
同比下降 42.5%；計及 29.31 億元的股東應
佔物業的淨重估虧損，股東應佔淨虧損為
15.95 億元，每股虧損為 1.17 元。擬派中期
股息每股0.19元。

星展看好港股年底破二萬八

確診創新高 港股倒跌收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政府再度放寬食店日間堂
食，消息刺激昨日港股一度向上，但下午公布確診人數再
創新高，恒指昨在期指結算日先升後跌，最終倒跌 172 點
收市，報 24,710 點，25,000 點得而復失。目前恒指只險守
50 天線(24,675 點)水平，分析師指出，港股再由升轉跌，
加上交投回落至1,288億元，相信投資者取態趨審慎。
政府重新開放堂食，但限制一枱最多 2 人，食肆入座人
數最多為座位總數的一半。消息有利餐飲股，煤氣(0003)
及快餐股回升，煤氣升2.2%，大家樂(0341)彈2.8%，大快
活(0052)亦彈 1.6%，太興(6811)更升 5.1%，敘福樓(1978)
及譽宴(1483)升逾3%。

陳啟宗嘆：40 年未見過世界咁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星展
香港投資總監辦公室（北亞區）高級投
資策略師李振豪昨表示，看好港股後
市，因為今年下半年有經濟復甦主題可
炒作。美聯儲無限 QE 令市場資金充
裕，若有新冠肺炎疫苗出現，資金更會
迅速流入市場。因此，該行予恒指今年
底目標價為28,600點，即預期市盈率中
過去五年平均值約11.1倍，而目標價較
昨日收市價24,710點，高逾15%。

債券收益遠不及股市

他指出，股債收益的息差、市場「害
怕錯過」及「別無選擇」的情緒皆支持
股市向好，尤其偏好美股，以及除了日
本以外的亞洲股市。他強調，即使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但仍有大量資金須找地
方停泊，故應「保持投資」。另外，星
展又建議後疫情時代的五大投資主題，
包括工作無疆界，遠端工作概念將刺激
晶片、手機等硬件行業；而疫情令企業
布局多元化供應鏈，部分低端及下游工
業或撤出內地，令東南亞地區受惠。此
外，投資者亦要留意電子商務、電競及
替代肉這三項主題。
另一方面，他表示，美元偏弱、環球
經濟衰退的憂慮、債息下跌等因素均支
持黃金價格表現，因此該行預料明年初
金價或可高見2,1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