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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指：
一美元：
一令吉：

一人民币：
一安士：

股市
汇市

金市

3235.68
1.268
0.396
0.206

1312.06

(-39.08点)
新元
新元
新元
美元

股汇
金市券商

评股

金英证券
渣打银行
联昌国际

升禧环球房地产信托
丰树商业信托
丰益国际

买入
优于大市
优于大市

0.95元
1.34元
3.74元

券商 股票 目标价建议

　　本地上市公司亿萨佧（Hisaka）
计划以约1亿2700万元，反向收购
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公司Temasek 
Regal Capital Sdn Bhd。在反向收购
进行前，亿萨佧的股票将两股合成
一股。
　　Regal公司主要在马来西亚的
砂拉越古晋从事房地产开发、建筑
和工程管理，以及房地产营销等业
务，发展项目涵盖住宅、商业，店
屋、酒店及综合发展房地产等。
　　亿萨佧指出，集团截至今年3
月底的过去六个月业绩都出现亏
损，董事会认为作为集团核心业务
的半导体领域目前面对许多挑战与

波动，因此收购Regal公司将能协
助集团扩展业务，使到集团业务更
多元化，让集团持续增长。
　　亿萨佧将通过发行新股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来完成这项收购，包括
以每股0.55元价格发行1亿9500万
股，以及支付现金2000万元。
　　亿萨佧指出，每股0.55元的价
格比签署备忘录前五天平均闭市
价0.452元高出20％以上。它也表
示，在完成收购后，卖方将持有亿
萨佧约65％的股权。
　　这项反向收购仍需获得董事会
和股东的批准。亿萨佧将在稍后公
布更多收购案相关详情。

夏婧　报道
xiaj@sph.com.sg

　　龙筹股扬子江船业（Yangzijiang 
Shipbuilding）将成为首个在新加坡
交易所以人民币交易的公司。从下月
5日起，投资者可以同时用新元、人
民币买卖该公司股票，这将使交易
更为灵活和方便。这也标志着新加
坡在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方面再前
进一步。
　　不过，受访的分析师认为，上
市公司是否适宜开辟人民币交易平
台，交易量和投资群是关键因素，
多数龙筹股未必有实力效仿。
　　目前扬子江船业的股票是以新
元报价及买卖，随着双货币股票交
易的推出，它在原有新元柜台的基
础上，增设人民币交易柜台。在8
月5日上午9时开始人民币交易后，
投资者可选择通过新元柜台或人民
币柜台买卖股票。两个柜台以各自
的币种通过新交所结算。
　　对于将成为本地上市公司中首
个能以人民币交易股票的公司，扬

子江昨日指出：“基于扬子江的中
国背景，同时集团也以人民币作为
功能性货币。众多来自中国和香港
等区域的投资者有意以人民币投资
扬子江股票。在开放双货币股票交
易平台后，此类投资者在购入股票
时无需顾虑外汇风险和因货币兑换
产生的额外费用。”
　　集团董事长任元林说：“这些
年来接触到众多有意入股扬子江的
投资者，但他们更希望以人民币进
行股票投资。在推出人民币交易
后，投资者可在兼顾成本效益的前
提下以更灵活方便的方式买入扬子
江股票，扬子江股票的人民币柜台
也将为海外投资者投资其离岸人民
币提供更方便可靠的途径。”
　　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研究公
司（SIAS Research）副首席分析师刘
锦树受访时说，投资者可以用人民
币来买卖扬子江的股票，这有助于
扩大其投资群，但不会对股价有大
影响，毕竟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化，股
票走势主要还是取决于业绩状况。
　　他也表示，其他龙筹股未必会

仿效扬子江，因为若股票交易量不
大，且中港台投资者或外国投资基
金不多，那么即使设立人民币交易
柜台也没有什么效用。“毕竟目前
龙筹股的投资者以新加坡人居多，
恐怕有人民币存款的还是少数，因
此不太可能用人民币来买卖股票。
况且若是交易量小，新元柜台都没
有人交易，更不用说人民币了。”
　　德意志摩根建富证券行高级
副总裁颜子伟认为，龙筹股中除

扬子江外，仅剩中远投资（Cosco 
Corp）有条件可能推出新元和人民
币的双货币交易。
　　另一方面，新交所首席执行长
博可（Magnus Bocker）表示，将继
续增长和优化在人民币及中国相关
产品的服务配套，以确保新交所继
续成为有人民币融资需求的证券发
行人及一些投资者的首选。
　　扬子江船业昨天闭市报0.925
元，跌2.5分，共1176万股转手。

　　扬子江船业股票的新元柜台
和人民币柜台交易价将由市场决
定。由于两个柜台买卖的股票是
完全相同的，在计入新元兑换人
民币的汇率后，不同柜台的股票
交易价应大致相等。
　　新元柜台股票和人民币柜台
股票可实现互换，这意味着投资
者可用新元购买扬子江股票，继
而以人民币售出，反之亦然。
　　就股息分配而言，由于扬子
江一向以新元派息，其注册股东
也将收到新元股息。未来集团若
有计划更改此项政策，将会发出

相应公告。
　　扬子江此次并不会额外发行
新股，而只是开放人民币柜台，
为投资者在交易扬子江股票提供
更多的选择。
　　投资者将不能利用新元柜台
和人民币柜台进行对敲交易，因
为两者是独立的交易柜台。
　　无论股票是经由新元柜台或
人民币柜台购入，新加坡中央托
收公司（CDP）每月寄给股东的
对账单中，股东持有的扬子江股
票价值将以新元柜台的最后成交
价为基准。

受访的分析师认为，上市公司是否适宜开辟人民币
交易平台，交易量和投资群是关键因素，多数龙筹
股未必有实力效仿。

扬子江船业下月5日起
成为首个以人民币交易公司

交易价由市场决定

丰树工业信托（Mapletree 

Industrial Trust）截至今年6月底的
第一季可派发收入同比增加9％到
4021万元。
　 　 该 信 托 每 单 位 将 派 发 2 . 4 3
分，同比上扬7.5％。信托总收入
增加12.3％至7509万元，净房地
产收入也攀升8.5％到5245万元。

新翔集团（SATS）在截至6月

底的第一财季取得4620万元的净
利，比去年同期增长11.9％。
　　不过，上一季的营业额微减
0.8％至4亿3450万元。其中，闸
门服务的营业额增长7.9％，然而
食品服务的营业额则下滑5.6％。
　　集团这段期间每股净利4.1分，
截至6月底每股净资产值1.31元。
　　展望未来，集团表示，樟宜
机场最近的营运指标显示搭客人
次的增长放缓，而货运量也继续

下滑。由于全球经济前景仍不明
朗，中国经济增长也下滑，这股
下滑走势短期内预料仍会持续。
集团也表示会继续管理劳工成本
及提高生产力，并寻求策略投资
的机会。

宝泽安保 
资本工业房地产信托
（AIMS AMP Capital Industrial 
REIT）第一季每单位可派发收入
为2.50分，和去年同期一样。
　　首季营收上涨17.1％到2452
万元，净房地产收入增加5.7％至
1573万元。首季可派发收入则增
加12％到1249万元。
　　营收与净房地产收入增加的
原因主要是信托旗下的卡尔大道
（Gul Way）20号的第一阶段在去
年底开始贡献收入。

简  讯

赵恺健　报道
kjcheow@sph.com.sg

　　随着政府在6月底推出了新的房屋贷款管制框架，凯德集
团（CapitaLand）相信，私宅市场将受到影响，各种降温措施
将逐渐发挥作用，缓解在接下来数个月的私宅价格与交易量。
　　不过，凯德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长林明彦表示，他相信新
加坡私宅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稳健，市场对私宅的长期需求仍存
在。因此，集团会继续在新加坡找寻私宅地段并推出新项目。
　　他说：“基本上，我们认为新加坡市场仍然非常坚韧。我认
为这些降温措施，如最近限制总债务偿还比率（TDSR）的措施，
是为了保护一些家庭，免得他们过度借贷。
　　“因此，我们仍会保持活跃，参与地段竞标。但我们明白
市场是会有波动的，因此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凯德新加坡首席执行长温启明则表示，在目前来说，该措
施到底会如何具体地影响市场，尚言之过早。市场仍然在衡
量该措施的影响，这需要一些时间，而主要收影响的是边缘买
家，因此可能会导致市场交易量降低。
　　凯德集团在昨天开市前发布了半年业绩。其股价昨天微涨
0.3％或1分，收报3.22元。

第二季净利微跌0.7％
　　在营业利润的带动下，凯德集团半年净利上扬10.1％至5
亿7131万元；不过，其第二季净利微跌0.7％至3亿8315元，主
要是因为更低的投资组合收益。
　　若不包括投资组合收益，第二季净利则上扬了8.6％到3亿
2210万元。
　　集团第二季营收增加37.1％到11亿8271万元；半年营收增
加22.7％至18亿4458万元，旗下的四个核心业务——凯德新加
坡、凯德中国、凯德商用产业以及雅诗阁的营收贡献，都有所
增加。以地理位置来划分的话，新加坡与中国这两个核心市场
为集团贡献了其中63.5％的营收。
　　集团的半年税前盈利上涨5.8％到8亿4639万元，第二季税前
盈利大致持平，微涨0.1％报5亿7423万元。
　　集团每股盈利为13.1分，每股净有型资产值为3.58元。
　　集团今年上半年在新加坡卖出了683个私宅单位，总值16
亿元，比去年同期总值4亿6700万元的259个单位更多。在中
国，集团售出了总值6亿4000万元的1691个住宅单位，也比去
年上半年总值4亿元的1067个单位更多。
　　林明彦在业绩发布会上指出，集团第二季在中国只推出了
大约600个新单位，但卖出的单位超过所推出的单位，多达736
个，显示中国住宅市场仍然坚韧。
　　他也强调，凯德集团将维持两个核心市场（中国与新加
坡）以及六个城市区域的投资策略。
　　他说：“在中国，我们将专注在五个城市区域，这能使我
们能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抓住机遇，享有更多规模经济效
益，并投资于产品创新。”
　　这六个主要的城市分别是新加坡、北京／天津、上海／杭
州／苏州／宁波、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以及武汉。
　　凯德集团在今年下半年还会推出马林楼（Marine Point）和碧
山14街的两个新项目，总共有818个单位。
　　集团上个月还在政府售地计划下标到了加冕路（Coronation 
Road）的99年有地私宅地段，林明彦表示将在该地段发展一个
豪华项目，建有半独立式洋房以及独立式洋房。
　　集团在新山金海湾（Danga Bay）的联营项目，则预计在
明年上半年开始推出第一个住宅项目。
　 　 另 一 方 面 ， 集 团 早 期 宣 布 对 子 公 司 澳 洲 置 地
（Australand）做出“策略检讨”，已在7月完成。林明彦表
示，澳洲置地将继续作为集团的一个主要投资业务，为集团提
供稳定的收入流，集团并不急于脱售该子公司。

华京京　报道
huajj@sph.com.sg

　　新加坡航空公司（SIA）截至
今年6月底的第一季净利报1亿2180
万元，较去年同期激增56.2％。
这主要是因为集团的非营运收入
增加，包括脱售维珍航空（Virgin 
Atlantic）股权和卖掉旧飞机及引
擎的所得。
　 　 若 排 除 这 些 项 目 ， 集 团 的
营运利润为8170万元，同比上扬
13.5％。这主要是因为集团的营收
增加了6280万元（1.7％）至38亿
4020万元，受益于集团在有关飞机
交付时间调整的协议上所实现的
7500万元收益。
　　不过，新航坦言，集团运营环
境持续受到全球经济不明朗和高燃
油价的影响。集团的收益率预计会
持续趋弱，因为业内竞争激烈，而
货运需求相信也会继续萎靡不振，
导致运载率乃至收益率都受压。
　　但新航同时深信，未来几个月
的客运量会比去年同期来得高，而
集团也会持续根据需求的变动来调
整飞机的行程和承载量，以严格控
制营运成本。
　　新航第一季的税前盈利为1亿
5250万元，同比上扬31.7％。集团
每股盈利10.4分，截至6月底的每
股净资产值则是11.30元，本季度

没有派息。
　　集团从脱售维珍航空股权中取
得3亿3580万元的净收益，不过集
团有四架货运机从机队中退出，造
成一笔2亿9340万元的减值。外加
一些其他减损，这导致新航第一季
的特殊项目净收入只有1840万元。
　　新航在第一季从卖掉旧飞机和
引擎中取得的收入则成功扭转该
项目去年同期的70万元亏损，取得
1390万元的盈余，从而帮助推动集
团的净利攀高。集团第一季整体运
载率为68.8％，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0.4个百分点。

三子公司表现都不理想
　　在旗下各子公司中，新航工
程（SIA Engineering）和胜安航空
（SilkAir）的第一季营运利润为
2800万元和1400万元，但这分别是
较去年同期下滑17.6％和22.2％。
　　新航货运公司（SIA Cargo）的表
现则最不理想，营运亏损达4000万
元，主要因载货率和收益率同比都
下滑超过5％。不过，亏损幅度较去
年同期的4900万元缩减。
　　在四架货运机 退出运输队伍
后，新 航货运公司目前 共 有九 架
B747-400型货运机。母公司本身的
客机则有102架，平均机龄6.75年。
公司在第一季新增了两架A330 -
300，并让一架B777-200退役。

新航的收益率预计会持续趋弱，因业内竞争激烈，且货运需求萎靡不
振。（档案照片）

新航首季净利激增56.2％

林明彦：

凯德集团将继续
在本地寻找私宅地段

亿萨佧拟反向收购马房地产公司

韩宝镇　报道
hanpt@sph.com.sg

　　尽管买的是价值800万元的高档公
寓豪宅，但是一名新加坡买家最近却在
参观示范单位后，当场就决定买下滨海
湾金融中心内滨海湾轩的一个面积2691
平方英尺的单位，尺价高达2973元。
　　滨海湾金融中心是长江实业、香港
置地和吉宝置业所合力开发的，管理
和营销则由莱佛士码头资产管理公司
（Raffles Quay Asset Management，简称
RQAM）负责。该公司住宅行销主管陈
昶维昨天接受本报访问时，描述了一名
买家出手的豪气。
　　滨海湾轩（Marina Bay Suites）目前
已取得临时入伙准证，住户随时可以迁
入。管理公司昨天为该项目正式竣工举
行庆祝会。
　　这个坐落在新金融区的豪华公寓，
跟转售价已大幅度上扬的滨海舫（The 
Sail@Marina Bay）和莱佛士码头资产管
理公司早前发展的滨海湾居（Marina 
Bay Residences）毗邻。
　　滨海湾轩99地契，楼高66层，共有
221个单位，目前已经售出90％公寓，平均
尺价是2700元。不过，陈昶维表示，随着
刚推出高楼的剩余单位，平均尺价也跟着
提高。
　　陈昶维接受本报访问时透露，购买
该项目公寓的都是富裕人士，因此高昂
价格对这些买家都不成问题，买家喜欢
的是在市区豪宅生活的体验和风景优美
的濒海居家环境。

　　陈昶维透露，不少买家是因为滨海
湾金融中心而进一步认识到滨海湾轩，
而一些买家则是从其他已经买下公寓单
位的朋友口中得悉该项目后开始行动。
　　他说：“有些买家在示范单位内连
拨几通电话，跟银行了解贷款事宜后，
立即决定买下公寓。有的买家甚至有银
行职员随行。”
　　他透露，滨海湾轩的本地人和外国
买家各占一半。外国买家包括中国人、
印度尼西亚人和马来西亚人等等。
　　该公司指出，滨海湾轩迎合买家在
新金融区对大型公寓的需求，其中218
个单位拥有三至四个睡房，面积介于
1600至2700平方英尺。该项目也有单层
阁楼单位和双层阁楼单位，面积介于
4700至8500平方英尺。
　　豪华公寓由纽约建筑设计公司Kohn 
Pedersen Fox Associates PC设计，除了屋
内的典雅装潢，住户也可以透过落地窗
饱览滨海湾的风景线。住户也可以享有
五星级的接待服务，包括洗衣服务和聚
会策划。
　　据报道，滨海舫在2005年的尺价约
1000元，2007年曾经高达3200元。根据
市区重建区网站资料，滨海舫一年来的
转售尺价介于1900至2744元。至于滨海
湾居，一年来的转售尺价介于2114元至
3800元。
　　谈到附近租金情况，陈昶维表示，
滨海湾居的租金每平方英尺是6元。滨
海湾轩附近有许多的各国“蓝筹股公
司”入驻，这些公司预料会租下公寓单
位，供高层雇员就近居住。

取得临时入伙准证

滨海湾轩住户随时可迁入

滨海湾轩目前已
售出90%单位。
（发展商提供）

　　胜科海事（SembCorp Marine）
起诉PPL控股（PPL Holdings）违
约，原本被高庭判败诉。不过，最
高法院上诉庭昨天发表判词，批准
了胜科海事的部分上诉。
　　胜科海事之前指跟它组成合资
公司的PPL船厂被卖给竞争者扬子
江船业，使得它成为竞争者的生意
伙伴，而起诉原本拥有PPL船厂另
一半股份的PPL控股违约。
　　最高法院上诉庭昨天在判词中
指出，在合资协议中，一些以双方的
相等股份为前提的条款，其实已经
随着胜科海事将股份从50％增加至

85％而不再适用。不过，上诉庭不同
意胜科海事有权终止合资协议。
　　至于PPL控股的上诉，包括声
称有权委任董事经理，则被上诉庭
驳回。上诉庭也不接受PPL控股声
称受到大股东欺压的上诉。
　　上诉庭下令，胜科海事可取回
它在上诉案和高庭诉讼中的90％律
师费。
　　随着上诉庭作出对胜科海事有
利的裁决，胜科海事将完全拥有
PPL船厂的控制权。至于将PPL船
厂整合为胜科海事占股85％子公司
的做法则保持不变。

起诉PPL控股违约败诉
胜科海事部分上诉获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