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生救恒大傳逾400億接貨
擬購恒大物業51% 港交所料開綠燈

陷入債務危機的中國恒大出

售資產套現現曙光。媒體報道

指，同為來自廣東省的內地民

營地產商合生創展擬同意收購

恒大系內物業管理公司恒大物

業約51%股份，交易金額或超

400億元人民幣。而由於恒大物

業於去年12月上市，至今不到

一年，如要出售控股權，需要

經過港交所同意，據外電引述

知情人士透露，今次已獲港交

所批准。

香港文匯報訊 合生創展作為在
廣東的一家房地產企業，早年曾與
碧桂園、恒大、富力地產及雅居樂
被稱作「華南五虎」。相較其他四
家內房企，合生創展顯得比較低
調。
據悉，合生創展曾於2004年成為

首家年銷售額突破百億人民幣的公
司，比萬科突破百億人民幣的時間

更早，不過由於公司之後效法港資
房企「高溢價、多囤地、慢周轉」
的經營模式，在規模上逐漸掉隊。
當 2020 年碧桂園全年銷售額逾
5,700億元人民幣時，合生創展僅
實現358.34億元人民幣。
2021上半年，合生創展實現銷售

額 212.3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63%，增幅遠高於同行平均水平；

實現營業額為160.74億港元，同比
增長49.7%；毛利101.25億港元，
同比增長41.69%；核心淨利57.24
億港元，同比增長32.8%；歸母淨
利潤約 56.32 億港元，同比增長
10.4%。

「三道紅線」位列「綠檔」
截至6月末，合生創展現金及銀

行結餘（不包含受限制現金）約
為428.55億港元，較去年底上升
44.5%，擁有充足的現金完成此
次收購。以「三道紅線」計也位
列「綠檔」：剔除預收款後的資
產負債率為63%，淨負債率為
66%，現金短債比為1.45，可見
合生創展的資產質素比很多內房
企要好。

「華南五虎」之一 低調具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地多
省電力短缺，引發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
擔憂。瑞銀4日發表研究報告稱，內地若
維持全年能源強消耗降低3%的目標，料
今年剩餘時間下，對工業生產的整體拖累
可能大於1個百分點，或令第四季GDP增
長削減0.3至0.5個百分點。該行預期，中
央或會放緩「能耗雙控」措施，避免能源
和電力嚴重緊縮。

中央或放緩「能耗雙控」
「十四五」規劃綱要目標能源消耗降低

13.5%，其中2021年需完成3%。瑞銀首
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分析，上半年「能耗
雙控」進展緩慢，全國用電量增長
16.2%，若要達成目標，第四季用電量需
要下降6至7個百分點，這將會令第四季
GDP直接放緩0.5個百分點。
她也表示，具體的衝擊仍屬未知，將取

決於中央如何管控能耗雙控政策和電力短
缺問題。
汪濤展望，若按省份來看，假設上半年

能源強度增加的9個省份，比7月10個省

份實施更嚴格的限電限產，這將拖累第四
季工業生產增長約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
的影響也會在0.3個百分點之上。
中國經濟在今年1月至8月的增長復甦帶來

強勁的電力需求，然而水力發電量同比下降
1%，加重火力發電的壓力。與此同時，國內
煤炭產量由年初至今僅增加4.4%，進口煤炭
量更下降10.3%。

煤炭缺口或達8000萬噸
瑞銀認為，如果中國不增加煤炭供應，到

今年底的煤炭缺口可能達到7,000萬至8,000
萬噸，並將降低煤炭庫存，大幅推高煤炭價
格。
隨着冬季用電高峰期臨近，各地政府均

在積極應對電力短缺問題。發改委早前宣
布各種指導方針，如增加煤炭產量和煤炭
進口、確保民用需求、按現行電價方案上
調上網電價等。
瑞銀預計，中央可能會根據情況進行微

調，包括暫時放寬「能耗雙控」措施，避
免能源和電力嚴重緊縮，通過差別化實施
以完善政策執行。

●瑞銀指，內地上半年「能耗雙控」進展緩慢，全國用電量增長16.2%。 彭博社

瑞銀：缺電削中國GDP0.5百分點花樣年美元債違約 繼續停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擬回
歸內地A股上市的中海油將於10月26
日在香港舉行股東特別大會審議有關
議案。中海油4日早刊發股東通函指
出，未來3年仍處於快速發展階段，需
要留存足夠的現金以適應經營發展所
需，並預計A股上市後未來三年派息比
率將不低於30%。中海油4日收報8.74
元（港元，下同），升0.46%，成交額
4.1億元。
派息詳情方面，中海油表示於A股上

市後，在滿足現金分紅條件的前提下，
且在公司能夠持續經營和長期發展的基
礎上，公司未來3年將以現金方式累計分
配的股利，不少於該3年實現的年均可分
配利潤的30%。原則上仍每年進行2次
現金分紅，並因應發展情況，以及有否
重大資金支出安排等因素，作出差異化
的派息政策。

集團亦提出A股上市後3年內穩定股
價的預案，若出現連續30個交易日公
司A股股票收盤價均低於公司上一個會
計年度末經審計的每股淨資產，應當
啟動相關措施。

設定穩定股價措施
單一會計年度的措施包括回購A股，

金額不高於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
的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潤的20%；
控股股東增持A股，增持資金不高於其
自公司上一年度領取的現金分紅金額
的20%；領薪董事、高管增持A股，增
持資金不高於其自公司上一年度領取
的稅後薪酬總額的10%。
中海油早前宣布擬發行不超過26億

股A股在上交所主板上市，集資不超過
350億元人民幣，集資所得將用於包括
圭亞那Payara油田、流花油田及陸豐

油田等項目開發。
至於聯想集團「回A」在望，集團4

日公布，已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提交有
關建議發行中國存託憑證及上市的申
請材料，包括招股說明書的申請版
本，並於上周四收到交易所發出確認
受理申請的函件。集團計劃發行13.38
億股普通股股票，以1比1轉換為中國
存託憑證(CDR)，發行量為發行後約一
成。
受消息刺激，聯想股價4日升幅一

度擴大至逾11%，高見9.32元，收報
9.19元，升9.8%，成交額10.9億元。

英國保誠掛牌升4.7%
另外，英國保誠公開發行新股4日首

日掛牌，收市報150.6元，較新股每股
定價143.8元高出約4.7%，不計手續
費，每手賺340元。

回歸A股派息比率 中海油：不低於30%

恒大現時持有恒大物業約60.96%
股權。內地物業管理行業屬輕

資產「現金牛」行業，據恒大物業
中期報告，截至6月底其銀行存款和
現金總額約140.28億元人民幣，按
年增加逾14億元人民幣。恒大、合
生創展均未對有關傳聞作回應。

恒大物業將刊發公告
恒大及恒大物業4日開市前雙雙停

牌。恒大於當日港股中午收市後表
示，將刊發一份載有內幕消息的主
要交易公告，而恒大物業將刊發構

成內幕消息及可能全面要約該公司
股份的公告。
合生創展亦在4日開市前停牌，稱

將刊發有關收購一家聯交所上市公
司的股份，並可能提出強制要約的
公告。停牌前，恒大報2.95元（港
元，下同），總市值390.9億元；恒
大物業報5.12元，總市值約553.51億
元，較去年底上市時蒸發四成；合生
創展報27.7元，市值約603.5億元。
恒大系另兩隻股份恒大汽車及恒騰網
絡4日繼續買賣，前者大漲25.17%，
後者亦升9.5%。

為解決財務危機，恒大一直部署
出售資產。8月時，集團稱正在接觸
幾家潛在獨立第三方投資者探討有
關出售公司旗下部分資產，包括但
不限於出售恒大汽車及恒大物業的
部分權益。上月中又稱，同時考慮
為恒大本身及其他附屬公司引入新
投資者，目前尚未簽訂任何有效法
律效力的協議。
由於為緩解流動性問題採取的其

他措施未取得預期效果，董事會已
聘任財務顧問爭取盡快達成對所有
利益相關最優的解決方案。

上周三，恒大宣布將出售盛京銀
行的19.93%股份予國有企業瀋陽盛
京金控投資集團，作價99.93億元，
套現所得悉數償還對盛京銀行的債
務。恒大若能出售恒大物業，流動
性危機或得以紓緩。
但另一邊，恒大擔保的一筆債券

到期仍未償付。知情人士透露，由
Jumbo Fortune Enterprises發行的2.6
億美元債券於10月3日已到期，債
券擔保方包括中國恒大，發行人是
恒大境內核心子公司恒大地產的一
家合營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房地產行業困境正
在加劇，花樣年控股證實違約。花樣
年控股在香港交易所公告披露，尚未
償還2021年10月4日到期票據，金額
為2.06億美元。

2.06億美元本金未償還
公告稱，該公司董事會及公司管理

層將在此情況下評估對財務狀況及現
金狀況的潛在影響，並將繼續密切監
察此事件的發展，並會在本公司知悉
有任何有關此事件的進一步發展時刊
發公告。花樣年股份於9月29日起暫
停買賣，並會繼續停牌。

公告顯示，花樣年針對發行的本金
總額為 5 億美元於 2021 年到期的
7.375%優先票據，此前提出現金要約
購買尚未償還的2021年票據本金，以
及於公開市場購回本金總額合共650
萬美元的2021年票據。於要約收購完
成及注銷購回票據後，上述2021年
票據剩餘未償還本金額約 2.06 億美
元。根據規管2021年票據的契約，
所有未償還本金均於 2021年 10月 4
日到期，但公司未在該日付款。

惠譽警告財務存不確定性
評級機構惠譽4日已將花樣年評級大

幅下調四個級距，評級從「B」調降至
「CCC-」，並警告稱，該公司財務狀
況存在不確定性。惠譽表示，花樣年
的流動性狀況可能比之前預期的更緊
張。
又估計，從現在到明年年底，花樣

年將需償付近20億美元的國際債券，
以及近10億美元的本地市場債券。
雖然花樣年表示，截至7月底其持有

人民幣240億元現金，其中100億元為
控股公司現金。但惠譽稱對於花樣年
是否有能力獲得這些現金，並將現金
轉移至海外以償還其美元債券，仍存
在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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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貿易代表戴琪5
日晨將赴智庫發表演說，並會公布美國政府最新的對
華貿易策略。市場憂慮中美貿易戰再起，消息拖低投
資氣氛，恒指在10月首個交易日曾急挫667點，跌破
24,000點大關，尾市跌勢略為回順，大市全日收報
24,036點，仍跌539點或2.2%，成交由於「北水」放
假，只有1,135億港元。分析師表示，市場在短期內，
正關注多個焦點，但短期內最具影響力的因素是美國
會否再加中國貿易關稅，以及恒大系的債務危機處理
辦法，兩者對大市氣氛有相當大的影響。
資深股評人陳永陸表示，美國在加關稅上，處於兩

難局面，若按不少數據可見，美國自從特朗普政府上
台並加關稅後，絕大部分關稅都是由消費者去承擔，
因而令美國過去1年的生活必需品通脹壓力升溫。中
國方面，中國不單沒有增加輸美的商品數量，近日更
因電力不足令不少工廠進一步減產，加上原材料價格
上升及疫情下運費急升，都令輸美產品的價格升幅更
大。
他認為，此問題在可見的將來也解決不了，美國今

次的通脹壓力，將會是持久的，若美國進一步增加中
國產品關稅，通脹會更激烈，這將導致聯儲局明年加
息的機會更大，故他相信美國會小心行事。

後市料反覆偏軟 下望23700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則稱，展望10月大市表

現，市場上仍有不少變數存在，預期大市仍會維持反
覆偏軟走勢，短期內內地限電及恒大債務事件等，都
會繼續困擾大市。再有恒大的債券到期，令恒大其他
債券的交叉違約風險續增，不過，4日恒大及恒大物業
開市前停牌，其後公布合生將收購恒大物業51%控股
權並提全購，恒大汽車及恒騰反覆升29%及9.5%，消
息令市場憧憬恒大最終可以解決債務危機，這也是4
日大市跌幅有所收窄的原因。植耀輝預期，恒指短期
將繼續於23,700至25,000點上落。
另外，新冠藥物研發成功，可降低死亡或住院風險

五成，消息不利疫苗股，使該板塊大跌，其中開拓藥
業大跌 25.6%，復星醫藥挫逾 19%，康希諾勁跌
22.9%，中生製藥則挫5.1%，藥明跌8.6%，更是表現
最差藍籌。

●●恒指在恒指在1010月首個交易日曾跌破二萬四關口月首個交易日曾跌破二萬四關口。。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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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恒大、、恒大物業及合生創展恒大物業及合生創展44
日開市前齊齊停牌日開市前齊齊停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