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調售樓收益目標至80億元

燃氣業務帶動 北控多賺一成

上海市窗口公司、老牌紅籌上海實業
（00363），面對內地調控樓市影響銷情，
以及出售項目所得收益減少，上半年股東應
佔溢利僅25.4億港元，按年跌19.8%，董
事會維持宣派每股中期息50仙。為吸納優
質土地，董事長滕一龍預期，3年後有望向
母公司收購崇明島地皮，又指目標今年售樓
收益達80億元人民幣，較原先目標略有下
調。

本報記者 李潔儀

【本報實習記者李佩玉報道】興業太陽能
（00750）主席兼行政總裁劉紅維昨日於記者會表
示，受惠於中央補貼政策，集團上半年於 「金太陽
示範工程」獲得1.9億元人民幣第一期補貼，而年
底前將完成價值 12 億元之 100 兆瓦訂單，並於下
半年入帳。業績報告顯示，傳統幕牆工程收入佔比
，由去年上半年約52%，下降至今年同期的47%。
劉紅維解釋，這為集團業務調整方向之一，縮減傳
統業務，及加大發展太陽能發電業務。他續稱，由
於國內環保意識提高，加上中央推出補貼計劃，太
陽能發電發展潛力大。

興業太陽能獲近2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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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發盈警的大唐新能源（01798）昨日舉行中期
業績發布會，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胡永生表示，中
期盈利同比大跌76.27%至1.03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主要原因有限電、風速降低和清潔發展機制（CDM
）項目收入下跌。

被問及限電會否緩解，公司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胡國棟表示，相信今明兩年限電問題仍然給公司帶來
很大困難。去年公司項目限電比率約 14.7%，而今年
限電比去年還嚴重，使公司效益受影響，故而公司也
將項目向限電較少的南方省份轉移。展望未來公司預
料今年十八大之後會出台配額制度，該制度是利國利
民的重要制度，相信隨着解決措施不斷落實，兩年以
後限電會有明顯緩解。

公司副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吳靜表示，限電原因
一是國家風電資源與用電量地區分布不匹配，需要遠
距離大規模輸送電力。二是風電發展超前於電網發展
，電網技術仍然面臨挑戰，建設過程中有協調問題。

胡永生表示，上半年，風速降低和 CDM 項目收
入，對上半年公司收入的影響分別是9000萬元和9700
萬元。他指出，CDM 項目上，公司現時 79 個註冊項
目中，有59個是固定價格，但是上半年公司做了會計

政策調整，由於項目付款期長，有資金不到位風險，
故而並非以固定價格而以市場價格入帳，降低將來回
款風險，這使公司收入少計了約9700萬元。

胡國棟指公司的投資原則是項目資本金收益率不
低於10%。財務總監張學峰則指，若國家下半年下調
利率0.25個百分點，可減少公司利息支出，對公司的
損益影響約1000萬元。

限電拖累大唐今明年盈利

▲北控副主席張虹海（左）
、主席王東（右）

■

在燃氣業務增長帶動，北京控股（00392）上半
年盈利上升10%，達到18.19億元。公司副主席張虹海
透露，最快在年底前向北控水務（00371）注入水務
資產，而出售首都機場高速公司亦爭取年內售予母公
司。同時，北控日後要以燃氣業務為支柱，水務、固
體廢物處理業務則為 「兩翼」。

北控昨日公布上半年業績，營業額181.54億元，
上升16%，股東應佔溢利18.19億元，增長10%。管道
燃氣業務繼續是北控盈利增長引擎，首六個月提供營
業收入102.9億元，利潤貢獻達15.8億元，增長37%。
高速公路業務卻令人失望，半年虧損1790萬元。

計劃擴上游業務投資力度
身兼北京燃氣董事長的北控副主席周思表示，到

2015 年底，北燃總體天然氣銷售量將增至 180 億至
200 億立方米，今年上半年為 40.1 億立方米。周思續
稱，北京市已規劃興建四個電熱中心，而每個中心每
年天然氣消耗量數以十億立方米計，加上北京市周邊
地區城市化，都有利燃氣銷售量增長。北燃又計劃加
大上游業務投資力度，以及把服務城市伸延至北京市
以外地區。

張虹海指出，燃氣業務是北控的業務主柱，未來
希望能夠把水務及固廢業務打造成 「兩翼」。張虹海
稱，北控已預留數十億元用作發展固廢業務；同時最
快在今年內落實向北控水務出售水務資產，目前正進
行資產評估工作。北控持有的水務資產包括北京第九
、第十水廠，並在海南、山東亦有水廠項目。

問到會否因專注發展公用事業，而出售持有的燕
京啤酒權益，張虹海回應表示，啤酒與燃氣業務具互
補性，啤酒業務天熱時利潤較好，天冷時利潤較差；
燃氣業務在天冷時利潤較好，天熱時稍遜。身兼燕啤
董事長的北控副主席李福成則稱，啤酒與燃氣皆屬都
市工業，兩者並非風馬牛不相及的行業；燕啤過往一
直獲得北控財務的支持。

另外，對於出售北京首都機場高速公路的時間
表，張虹海表示，期望在今年內能夠售回予母公
司。

北控母公司北控集團自今年4月份入市吸納中燃
氣（00384），至今持股超過 8.89 億股，晉身第二大
股東。對此，身兼北控集團董事長的北控主席王東回
應稱，北控集團一直以價值投資角度買入中燃氣股份
，以現時中燃氣股價計，該投資決定是正確的。翻查
資料，北控集團以每股介乎3.5元至4元間購入中燃氣
股份；後者昨日收報4.18元，微升0.4%。周思強調，
北燃目前並沒有計劃與中燃氣商討合作機會。

生活用紙生產商維達國際（03331）首席財務總監曾思
豪表示，隨着廠商需要消化原材料木漿庫存，預期未來 18
個月木漿價格有望維持平穩，公司旗下紙品無需減價促銷，
力爭中長期毛利率維持在30%至32%水平。

面對紙品行業產能過剩，集團主席李朝旺指出，雖然四
大同業均有擴產計劃，但強調維達的擴充產能計劃分布在內
地4個城市，擴充計劃合理。

行政總裁張東方補充說，根據集團的5年計劃，今年底
產能增至62萬噸，重申2015年目標產能增至1000萬噸，將
有助確保每年收入增幅達20%。

至於個人衛生業務方面，張東方表示，嬰兒紙尿褲業務
力爭3年後錄得盈利貢獻，屆時業務可佔收入比重達20%。

另外，曾思豪表示，預算全年資本開支約13億元，上
半年已動用 4 億元，約 10 億元用於下半年產能擴充。他續
說，會向銀行借貸，亦會考慮在債券市場融資。

上半年集團股東應佔溢利升35%，達2.58億元，毛利率
升 3.6 個百分點至 31.3%。不過，市場憂慮內地經濟增長放
緩，影響紙品行業，拖累該股尾市急挫 10.4%，低見 12.22
元，收市仍跌10%至12.28元。

維達冀毛利率維持30%

撇除去年同期出售四季酒店收益後，上實核心溢
利升 3.6%。來自房地產業務淨利潤急跌 27.3%，只有
15.77億元，包括來自向周大福集團出售上海青浦地皮
的11.32億元，上半年合同銷售已逾40億元人民幣。

「金九銀十」 銷售旺季不再
集團副行政總裁倪建達直言，近兩年已不存在

「金九銀十」傳統房地產旺季，惟管理層力爭全年有
80億人民幣入帳額，涉及約90萬平方米。

不過，全年銷售目標與管理層早前預料略有出入
。管理層在今年3月業績會上曾表示，預期2012年全
年售樓收益，將不少於2011年85億人民幣水平。

市場關注繼上海青浦後，母公司會否再有優質地
皮注入，包括已獲政府批准開發、佔地86平方公里的
崇明島項目。

「崇明島項目要有 3 年成長期，要做到更優質才
能注入363（上實），不然便成為363的包袱。」滕一龍表
示，正在開發的崇明島項目，去年已完成開發區域內
的交通及基建設施，預期今年底將開發養老社區。

另外，上實旗下水務資產包括亞洲水務及中環水
務，上半年溢利貢獻合計約7200萬元，集團今年6月
斥資逾4億元收購南方水務。

亞洲水務擬轉星主板
上實一直計劃整合水務業務，以在新加坡上市的

亞洲水務為業務平台。上實副行政總裁兼亞洲水務執
行副主席的周軍表示，亞洲水務正申請在新加坡轉往
主板交易，待完成收購南方水務後，今年底將啟動來
港作第二上市的安排。

對於內地取消四大節假日小型客車收費，周軍表
示，這將令集團每年影響收入 3%至 4%，相等於利潤

3000萬至4000萬元人民幣。他續說，將待地方政府清
理完有關違規公路項目後，明年才會加快併購收費公
路項目。

集團旗下消費品板塊表現穩定，盈利貢獻按年升
8.7%至6.35億元，扣除出售成都永發印務錄得1.72億
元利潤，實際板塊盈利升9.5%。其中，南洋煙淨利潤
升 13.7%至 4.08 億元，永發印務受出售箱板紙業務後
，導致銷售減少，上半年淨利潤微跌1%至2.43億元。

被問到是否再有資產可供出售，滕一龍表示，暫
無其他資產出售，反而會為項目引入合作夥伴。他認
為，雖然環球經濟低迷，可減輕收購項目的成本，但
礙於市場環球差，新收購項目經營時亦會有困難。

上 實 （00363） 同 系 的 上 海 醫 藥
（02607），今年 5 月份傳出帳目造假及
內鬥事件，原董事長呂明方最終被免職。
上實集團董事長滕一龍駁斥，有關造假純
為公司內部管控人士 「造謠」，強調上藥
近兩年在企業管治上，已花上大量改善功
夫。

「他們（上藥）的帳目，一點問題也
沒有。真是造謠，這我也覺得很可悲！」
滕一龍指出，所有事件已平息了，上藥股
價亦已重回出事前的水平。

對於上藥的內部管治，滕一龍直言，
國有企業對市場化操作缺乏意識，市場化
企業最重要對股東及市場負責任。他續說
，上藥自從上市以來，一直加強及重視內
部監管的重要性，近年已取得不少改善。

今年初上藥傳出連串人事震盪，繼集
團原副總裁葛劍秋辭職後，董事長呂明方
亦被免職。及後又傳出上藥在兩次收購項
目時，涉嫌財務造假。內地報道更引述上
藥在職高層，指接獲證監會及港交所口頭
通知，監管當局正調查公司帳目，惟隨後
上藥發出澄清聲明，強調並無收到任何調
查通知。

上藥出事當日股價單日狂跌24%，最
低 見 8.75 元 。 該 股 昨 日 早 段 跌 3% 至
13.267元，收報13.4元，跌逾2%。

北控水務（00371）昨日公布上半年業績，期內
營業額 14.01 億元，上升 55%，股東應佔溢利 3.86 億
元，增長 24%。每股攤薄盈利 5.6 仙，建議派發中期
息2仙，是北控水務上市以來首次派發中期股息。北
控水務在收市後公布業績，股價在業績公布前急插
5%，收報1.49元。

對於上半年毛利率由52%下跌至46%，北控水務
表示，由於來自綜合治理項目建造服務、水廠建設的
收入增加，而水環境治理建造服務的毛利率較低，只

有12%，故影響毛利率表現。
北控水務截至六月底參與運營中或日後營運的水

廠達到144座，其中污水處理廠111座、自來水廠28
座、再生水處理廠4座及1座海水淡化廠。每日總設
計能力970.8萬噸，按年增加11%。

北控水務表示，上半年收回昆明、大連長興島建
造的綜合治理項目9.74億元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截
至六月底已累計收回38.54 億元，而剩餘應收帳款及
應收票據為23.1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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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半年賺25億跌兩成

上實上半年業績摘要（單位．港元）

分項

總營業額
稅前溢利
．基建設施
．房地產
．消費品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中期息

截止過戶日9月13日至14日
派息日9月28日

2012年
6月底止
62.4億
37.1億
7.05億
12.5億
5.8億
25.4億
2.355元
50仙

按年
變動

-16.3%
-21.6%
+14.2%
-25.6%
+4.5%
-19.8%
-19.8%
不變

在美國上市的顯示屏廣告商分眾傳媒提出私
有化計劃，持有分眾約 17.2%股權的復星國際
（00656），其董事長郭廣昌表示，支持分眾私
有化計劃，若按私有化收購價每股美國存託股份
（ADS）27 美元計算，將持股全數沽售，料可
套現6億美元，連同之前已出售的股份，投資分
眾可獲利約7億美元（約54.6億港元）。

有關分拆復星醫藥於香港上市的計劃，郭廣
昌強調，分拆計劃仍在推進，但未能透露詳情。
早前有消息指，復星醫藥擬於下月重新啟動在香
港上市計劃，集資規模大約7-8億美元。

被問及復星與SOHO中國（00410）就上海
外灘國際金融中心（BFC）之爭議，郭廣昌一改以往強硬態
度，先讚賞 SOHO 中國是優秀企業，又指雖然復星與
SOHO 在文化及價值觀上有很大分別，但強調只要復星能
取得逾51%股權的主導角色下，歡迎與任何企業合作，包括
SOHO 中國。對於態度有所軟化，郭廣昌笑說： 「我一向
都很軟，做大股東時亦不會侵犯小股東權益。」

對於上半年集團旗下鋼鐵業務出現虧損，郭廣昌指出，
鋼鐵業正處最艱難時候，同業紛紛下調產量，但強調集團上
半年鋼鐵業務的虧損，已較同業為低，有信心待行業最艱難
時期過去後，鋼鐵業務隨之改善，並重拾競爭力。

郭廣昌指出，集團與美國Fortress合作進軍內地養老地
產，未來期望透過先做好小型業務，若見成效，會逐漸擴大
該業務發展，而復星今年底將有一個養老地產項目開業。

至於資產管理業務，執行董事兼總裁汪群斌表示，未來
會逐步大力拓展該業務，期望將總管理資產規模由現時的
166.1億人民幣，擴展至未來千億人民幣規模。

至於派息方面，郭廣昌指出，集團一貫維持分派盈利
20-30%的派息政策，未來期望維持，但會同時考慮業務及
現金情況。對於今年為復星20周年，會否派發特別息，郭
廣昌說，沒計劃派特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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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撥備增 寶姿利潤跌26%

水務賺3億 首派中期息

北控系中期業績摘要 （單位：億港元）

營業額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攤薄盈利（元）
中期股息（仙）
暫停過戶登記
股息派發

北京控股
181.54
18.19
1.56
25.0

10月5日
10月29日

變動
+16.0%
+10.2%
+10.6%
持平

北控水務
14.01
3.86
0.05
2.0

10月3日
10月26日

變動
+55.6%
+24.8%
6+18.4%
去年無派息

簡訊

◀（左起）上
實常務副行政
總裁陸申、董
事長滕一龍、
副董事長兼行
政總裁周杰

杜漢生攝

▶（左起）
維達國際行
政總裁張東
方、主席李
朝旺、首席
財務總監曾
思豪

本報攝

▲(左至右)興業太陽能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余俊
敏、主席兼行政總裁劉紅維及首席財務官王志
軍 本報攝

◀復星國
際董事長
郭廣昌

■

■

■

周生生純利跌11%至4億
受內地經濟放緩影響，消費者對購買珠寶鐘表趨向審慎

，令周生生（00116）截至6月底的半年純利按年跌11.4%至
4.39億元，每股盈利64.9仙，中期息每股10仙。

期內，香港及澳門佔珠寶零售總營業額59%，當中52%
來自內地旅客，而港澳區同店營業額增長為16%。同時，港
澳店舖租金開支上升 30%；除去新店之外，店舖租金上升
16%。

至於內地市場，上半年分店營業額上升32%，佔集團珠
寶零售 40%，同店營業額增長為 8%。於今年上半年度末，
內地共有249家分店，新增分店共21家。

寶信汽車純利大增六成
受惠於內地對豪華汽車需求殷切，寶信汽車（01293）

截至今年6月底止中期純利大升63.3%至3.33億元人民幣，
每股盈利0.13元，不派息。

期內，寶信共售出 20795 輛汽車，同比增幅為 60.3%。
其中，豪華和超豪華品牌的新車銷量按年增長 80.6%至
14451輛，佔總銷量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61.7%提升至69.5%
，銷售額佔比亦上升至新車銷售收入的89.5%。

中鐵純利23.9億減2.2%
中國中鐵（00390）公布，上半年純利錄得 23.9 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少賺 2.2%，每股盈利降至
0.112 元，不派發中期股息。期內，營業額按年減少 11%至
1909.15 億元，當中基建建設收入大減 14.7%至 1642.35 億元
，主要由於鐵路建設市場投資大減。受惠於鋼材及水泥等成
本走低，整體毛利率由6.1%，大幅上升至7.4%。

春天百貨盈利急跌五成
早前發盈警的春天百貨（00331）公布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止中期業績，純利按年跌 52.39%至 9005.4 萬元（人民幣
，下同），每股盈利2.13分，派中期息1分。

純利下跌，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新開百貨店導致折舊
及攤銷費用和其他經營開支的上升；管理諮詢服務收入的下
跌，及員工福利開支的上升。

期內，集團的銷售所得總額為25.9億元，按年升15.5%
；自有店網絡之同店銷售增長為7.6%。但毛利率則由18.6%
跌至17.3%，主要是由於零售市場競爭趨於激烈而導致折扣
幅度擴大，及新店之加入所導致。

受存貨撥備增加及其他經營費用大幅上升，寶姿
時裝（00589）截至今年 6 月底止之中期純利為 1.56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跌 26.9%，每股盈利
0.27元，派中期息0.15元及特別中期息0.1元。

由於集團認為需要增加存貨撥備，亦因此導致其
他經營費用大幅上升。今年上半年，存貨撥備佔零售
營業額的百分比上升至9%，較去年同期上升5.5個百
分點。受相關因素影響，今年上半年集團經營溢利按
年跌24.1%至2.17億元，但撇除現金津貼，經營溢利
的跌幅僅為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