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tao Finance 星島財經

指港台經濟差
重組開支拖累

市場快訊
萬科海外（1036）昨日公告，更改早
前供股集資7.09億元用途，轉為發展商按揭貸
款，為柏傲灣項目的合資格買家提供發展商
一按及二按，預計最多投入資金不多於3.5億
元，餘下資金將會用於收購土或物業項目。
中國利郎（1234）公布，「Lilanz」今年
冬季訂貨會定單總金額按年錄得低雙位數的
升幅，冬季各產品類平均單價與去年相若。
而今年首5月同店銷售按年錄得中單位數的
增長，今年冬季訂貨會定單總金額則按年錄
得低雙位數升幅，冬季各產品類平均單價與
去年相若。利郎股價昨日升3.85%，收市報
5.12元。
義合控股（1662）昨發盈警，預期截
至今年3月底止年度，盈利將按年大跌，主
要因為收益減少，及承接的項目整體毛利率
下跌。該公司對上一個年度盈利為9429.4萬
元。該公司又指出，一如去年9月底止中期
業績所披露，該公司業績受市場狀況欠佳及
建築行業價格競爭所影響。低迷的市場環境
延長至2017財政年度下半年。
中國海景（1106）公布，配售1000萬
元債券，年息6%，到期日為債券發行第7
年，是次發債淨額籌約990萬元，將用於一
般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恒安國際（1044）公布，旗下恒安馬
來西亞以9120萬令吉，即約1.45億元人民
幣，收購皇城合共8000萬股股份，相當於皇
城股本權益約50.45%。皇城主要從事投資
控股以及生產及加工纖維製品。
中國天化工（362）公布，以總代價
約7191萬港元，收購在中國黑龍江省牡丹江
市，從事公共設施建設的牡丹江金陽市政
工程公司全部股權。該公司截至去年底至賺
686萬元，總資產為1.01億元。

森信紙業（731）昨日發盈喜，預期
截至今年3月底止年度，股東應佔溢利將較
2016年度增長不低於70%，主要是紙品業務
的收益，於2017財政年度下半年的可觀增
長，以及零售業務的虧損減少所致。該公司
上一個年度賺4667.5萬元。
洛陽鉬業（3993）昨日公布，收到控
股股東鴻商控股書面通知，提出建議發行本
金總額不超過80億元人民幣的公司債券，以
償還債項及補充資金。該公司將於股東會向
股東提呈有關議案，惟發行公司債仍須獲得
相關中國監管機關批准後方可作實。

壹傳媒（282）昨天發盈警，該公司
在公告上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止年度
的虧損，將較對上年度增加。資料顯
示，在截至去年3月底止年度，壹傳媒
的虧損已多達3.25億元，換言之，即
將公布的全年業績，虧損額會多於此
數。

壹傳媒早前公布的中期業績，在2016年3月至9月期
間，錄得1.47億元虧損。換言之，假若全年虧損
大於3.25億元，意味着下半年度（2016年10月至今年3
月）
的虧損數額，將會較上半年度擴大。

裁員代通知金涉4000萬
對於發出盈警的原因，壹傳媒指出，在截至今年3
月底止年度，因香港和台灣經濟不景，以及印刷刊物
市場整體下跌，集團旗下刊物的廣告收益及發行收入
減少約23.4%。此外，為了精簡業務，對香港和台灣的
《蘋果日報》以及《壹週刊》進行重組，因此帶來額外開
支，當中包括裁減員工而須支付4000萬元代通知金。

另一個導致虧損擴大的原因，是該集團根據對
《蘋
果日報》
刊頭及出版權的估值報告，有關刊頭及出版權
的可收回金額少於其帳面值，因此要進行2.024億元減
值。
不過，壹傳媒指出，這項減值並非現金項目，因
此不會對集團的現金流狀況構成任何影響。壹傳媒早
前發出通告，表示將會在下周一
（12日）
公布全年業績。
壹傳媒近年業績大幅波動，在截至2013年3月年
度，更錄得9.7億元虧損。由於2011、2012年度也錄得
虧損，因此是連蝕三年。其後兩年集團
（2014、2015年
度）錄得盈利，但在2016年度（即2015年4月至2016年3
月）
又再
「見紅」
，錄得3.25億元虧損。
另外，壹傳媒近年人事變動亦相當頻繁，今年4月
1日霍廣行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去年6月公司秘書王
淑霞離任。在去年1月，丁家裕亦辭任執行董事的職
務。
壹傳媒昨天收市報0.35元，跌1.4%，成交額只有不
足7萬元。由於該公司是在收市後才發出盈警，因此昨
天的股價尚未反映盈警的因素。

被證監勒令停牌的輝山乳業
（6863）昨日公告，截至今年3月底止，
該 公 司 負 債 達 2 6 7 億 元（ 人 民 幣 ， 下
同）。輝山公布的未經審核的財務資料
顯示，該公司來自銀行及非銀行的貸
款，分別達187億及42億元，連同其他
負債38億元，合共負債267億元。

至於輝山乳業總資產合共262億
元，主要是物業、廠房及生物資產，
現金只有4.6億元，輝山指出，根據帳
目顯示，現金應有29億元，但銀行只
能確認4.6億元，即有24億元現金懷疑
失蹤，當中的差異須進一步澄清。
輝山表示，負責資金調撥職能的葛
坤自3月以來失蹤，加上資金部門重要
人員辭任，該公司在編製管理帳目時
面對極大困難，該公司已多次嘗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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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山全部董事已跳船，僅剩主席楊
凱
（圖）
及仍然失蹤的葛坤。 資料圖片
估截至3月底止的財務狀況。該公司亦
正聯絡銀行及其他債權人，以討論及
磋商暫緩還款，可能涉及重組債務的
建議，目標為確保該公司持續營運。
事實上，自3月停牌以來，近乎全部
董事已跳船，僅剩繼續「撲水」還債的
主席楊凱及仍然失蹤的葛坤。此外，
輝山表示，未能在本月底公布全年業
績，股份將維持停牌。

■壹傳媒近年業績大幅波動，昨天發盈警指虧損將
較對上年度增加。
資料圖片

迪生虧轉盈 看淡高檔零售
迪生創建（113）昨公布截至今年3月
底止全年業績，期內純利8016萬元，上
個財政年度虧損2.83億。該公司主席潘
迪生對高檔零售市道仍然悲觀，因行業
面對的是本港租金成本較其他國家為
高，人工、租金及市場推廣等成本佔銷
售比例高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單純的周
期性轉變。
該公司銷售額為31.4億元，按年

■潘迪生表示，迪生去年同店銷售額
微升，是不值一提。
資料圖片

降13.2%。雖然同店銷售額按年微升
1.2%，但潘迪生卻認為升幅不值一
提，香港零售銷售基數已「跌無可跌」，
1.2%只可算按年相若。他又表示，來
港旅客消費持續下跌，但香港甲級商場
租金卻高居不下，零售商難以下調產品
價格，本港零售市場最終或不敵海外市
場及網購平台，故對前景並不樂觀。

或設網購平台
該集團有7420萬元淨溢利貢獻來自
證券投資，而非主要的零售業務。轉虧
為盈主要是出於嚴格控制各營運層面，
令營運成本及開支下降，以及無為往年
無形資產及若干零售店的固定資產作減
值所致。潘迪生表示，會繼續發展零售
業務，同時拓展其他業務如開設網購平
台，惟目前仍處於市場分析階段，未有
細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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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分享經濟服務模式 大數據創新顧客體驗 挖掘未來顧客關係忠誠度指數
為進一步提升香港和亞太經合組織地區APEC客戶體驗與服務的質素，改善顧客關係水準，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於二○○二年起舉辦「國際傑出顧客
關係服務獎」International CRE Awards，隆重盛大的國際頒獎晚宴以及國際高峰會，為各行業獲獎企業搭建啟發創新，並提供可持續發展平台交流。
在高峰會上，來自不同服務和技術層
面的得獎公司將分享他們的革新思維和建
立顧客忠誠上的成功經驗。APCSC和得
獎企業的CEO和部門負責人將進行主題
演講，內容覆蓋客戶關係的最佳實踐，會議還將以互動形式進行。
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贊助商及參展商都有機會分享他們的經驗、知識，並建
立一個與傑出顧客關係服務團體更緊密的網絡。今期介紹幾位演講嘉賓，他們在
各自領域通過顧客體驗滿意和忠誠，提升公司品牌價值。

高度重視顧客體驗文化 為企業品牌建設華麗轉身
AXA香港認為顧客體驗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企業的品牌價
值中應當包含美好的值得回味的顧客體驗。前綫和後方的工作人
員必須要無縫銜接、密切配合，以保證給顧客提供難忘的服務體
驗。顧客體驗主管Sudesh Thevasenabath先生將深入探討顧客服務
和顧客體驗，並進行詳細的對比分析，讓大家深入理解兩者的關
鍵差異。從內部實現以客戶為導向的文化，使顧客從他們自身的
服務體驗中感知到企業以顧客為中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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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融入傳統服務模式
完美提升顧客服務體驗

隨着「互聯網+」概念在客服行業的
應用，眾多企業都不遺餘力地打造具有自
身品牌特色的「互聯網+服務」，刷新顧
客的服務體驗。海爾是以「創新」為核心
的企業，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青島海爾 演講題目：互聯
網時代下的服務
提出以五十四億美元現金收購通用（GE） 模式創新
電氣的家電業務相關資產，成為全球家電
行業第一。縱觀其企業文化，從最初的「真誠到永遠」到
今天的「人單合一」都是圍繞用戶需求而來。
海爾海外電器產業有限公司海外服務總監王岩先生將
在峰會上分享海爾全新的「互聯網+」模式，以滿足使用
者的體驗需求、展示互聯網特色、展示客服的情感溫度為
演講題目：顧客 基礎，從而積極重塑客戶的服務體驗。正是以顧客為中心
服務vs顧客體驗 的這種理念帶領海爾在顧客服務的道路上不斷創新。

探索以用戶為中心的體驗模式
積極打造個性化特色服務

競逐獎項推動員工和部門良機
積極改善顧客關係服務。

以使用者體驗為中心，是聯想
服務在體驗經濟新時代下的服務理
念。為此，聯想服務在各方面服務
能力上做出了很多探索，其中很重
要的思路是從「以設備為中心」向 演 講 題 目 ： 實
踐與創新推動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轉變。
企業互聯網+發
「小新」是一款定位年輕人的 展 及 整 合 ： 聯
互聯網筆記本產品。聯想服務中小 想 小 新 特 色 服
企業在線服務高級經理賀靜女士將 務實踐分享
圍繞小新特色服務的設計背景、理念思路和體驗
差異進行深入的案例分享。小新特色服務圍繞產
品使用者特性，深挖用戶需求和場景，在交付體
驗、流程設計等方面進行了特色化升級，進而收
到用戶的高度好評。

「國際 傑出顧 客關 係 服 務 獎」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評選標準CSQS
要求歷來嚴格較高。APCSC每年還將應屆
得獎企業的CRE最佳實踐，收編於優質顧
客服務國際標準CSQS，以提升有關標準的
最先進的服務準則，成為企業持續發展的
國際標桿。為了提高入選成功率，企業均
必須事先派專員上課學習CSQS升級，企
業又可藉參賽與其他企業交流經驗學習。
因此，APCSC協會主席朱剛岑認為，無論
得獎與否參賽企業都可從中獲益，有助於
提升自身顧客關係和體驗先進管理水平，
參與競逐獎項是推動員工和部門積極投入
顧客文化改善公司顧客關係服務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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