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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賺70億增68% 略超市場預期
聯通料投資高峰期已過
早前已預示盈喜的聯通（00762），

交出略高於市場預期的成績表，2012年
淨利潤達70.96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增長68.5%，每股末期息增派至0.12
元。管理層表示，由於大部分3G基站可
與4G共站，在充分利用老資源的情況下
，即使聯通需要承擔4G網絡建設，惟相
信高達1000億元的投資規模有可能成為
歷史。

本報記者 李潔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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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衛星導航定位協會已與武清
商務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國家戰略
性科技產業 「北斗新興戰略產業園」
落戶武清商務區。

中國衛星導航定位協會計劃在武
清商務區建設佔地375畝的 「北斗新興
戰略產業園」，重點發展衛星導航、
授時、通信等導航系統高新技術產業
，吸引一批應用終端機元器件製造、
核心芯片研發、應用軟件開發及北斗
衛星應用配套的相關產業，帶動形成
上下游產業鏈，打造產學研一體化的

高科技園區。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全球第三個

成熟的衛星導航系統，是國家戰略性
高新技術產業，隨着我國移動通訊和
汽車產業的發展，進入了前所未有的
快速發展期，目前在測繪、電信、水
利、交通運輸、漁業、勘探、森林防
火和國家安全等諸多領域得到成功應
用，並引領一批新型戰略產業集群正
在快速發展壯大。2013 年開始提供覆
蓋亞太地區的定位、導航及通訊服務
，市場前景十分廣闊。 文 唐稚易

北斗新興戰略產業園
落戶武清商務區

▲武清區水綠相容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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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撤銷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風險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撤銷其他風險警示，並不改變公司內在價值，公司仍面
臨主營業務規模較小、盈利能力較弱，淨資產偏低，抵禦風險能力弱等風險因素
。提醒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一、基本情況概述
由於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2008年和2009年連續

兩年虧損，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08年修訂）的有關規定，
公司股票於2010年4月16日起被實行退市風險警示的特別處理，公司股票簡稱由
「ST匯麗B」變更為 「*ST匯麗B」。

經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計，公司2010年度實現盈利，但歸
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為負，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規則》（2008年修訂）的有關規定，公司於2011年7月21日被上海證券
交易所實施其他特別處理，公司股票簡稱由 「*ST匯麗B」變更為 「ST匯麗B」。
2013年1月4日，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公司股
票納入風險警示板塊。

公司2012年度報告經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並出具了標準無保留
意見的審計報告，實現營業收入15,559,935.52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3,864,486.99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114,115.15元，歸屬於上市公司
所有者權益57,579,841.36元，基本每股收益0.02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
每股收益-0.001元。這一信息投資者也可通過上交所網站 「快速導航欄目——扣
非後虧損公司風險提示」進行查詢。

二、公司符合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條件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13.2.1相關規定，對

照公司2012年度報告，公司淨利潤、淨資產、營業收入等指標均不涉及退市風險
警示條件，也不觸及該條規定的其他情形。

截止2012年報告期末，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
）13.3.1相關規定對照檢查，公司生產經營正常，不存在基本銀行賬戶被凍結、
主要資產被查封、凍結的情形，不存在董事會會議無法正常召開並形成決議的情
形，不存在被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非經營性佔用資金或違反規定決策程序對外提
供擔保的情形。

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董事會認為公司已不存在涉及上
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中規定的其他風險警示的情形，
公司於2013年3月14日向上海證券交易所遞交了 「關於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撤銷對
公司股票實施其他風險警示的申請」，上海證券交易所於2013年3月21日批准了
公司的申請。公司股票將於2013年3月22日繼續停牌一天，2013年3月25日復牌，
公司的股票簡稱由 「ST匯麗Ｂ」變更為 「匯麗Ｂ」，股票代碼仍為900939，股票
交易的日漲跌幅限制恢復為10％。

特此公告。

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3月22日

聯通股價一年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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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開拓菲律賓賭場業務新濠博亞（06883），率先靠澳門業
務 「食糊」，帶挈新濠國際（00200）利潤急升，預期2012年全年
盈利相等於2011年的4倍，以2011年盈利2.81億港元計算，即2012
年最少賺8.52億元。

管理層解釋，主要受惠上市聯營公司新濠博亞經營業績顯著
改善，按照美國會計準則計算，新濠博亞去年賺4.17億美元（約
32.5億港元），按年升40%。

新濠國際將於下周四（28日）公布業績，受盈喜消息刺激，
該股昨日搶高至13.8元，收報13.68元，升近7%。新濠博亞見56元
高位，收報55.85元，升5.6%。

儘管缺乏應付收購代價回撥因，惟受惠商譽減值撥備大幅減少
，中文媒體企業TOM集團（02383）去年虧損收窄至3.37億元，每
股基本虧損8.66仙，不派末期息。期內，總收入微跌5%，錄得
22.06億元，毛利率則由25%改善到28%。

首席執行官楊國猛解釋，毛利率改善主要受惠提高資源應用，
令單位成本下跌，配合新業務毛利相對較高，拉動整體毛利率。

去年移動互聯網業務及電視業務虧損收窄，分別虧損1700萬元
及7700萬元，戶外傳媒業務轉虧為盈賺200萬元。

越秀地產（00123）去年股東應佔溢利大跌52.6%至24.8億元人
民幣（下同），不過扣除物業重估收益後核心盈利則上升2.5%至
10.33億元，每股基本盈利0.2672元，派末期息2.2港仙，另派特別
息每股3.1仙。集團去年合同銷售金額達123億元歷史新高，按年上
升35.9%，今年合約銷售目標為132億元，按年僅升約7%，副董事
長兼總經理張招興則表示，目標雖早於新國五條推出前制訂，但已
預料今年將加緊調控，故將目標定在此水平，認為已不算保守，並
指集團將視乎市況再作適當調整。

張招興指出，集團今年資本開支為155億元，當中34億元用作
新增土地，工程款支出為94億元，另27億元用於支付未付地價。截
至去年低，集團現金為92.6億元，淨借貸比率下降29個百分點至
47%，張招興稱，今年可動用資金達264億，資金較充裕，加上今
年可售資源有220億元，涉180萬平方米，預期去化率可逾60%，故
預料今年沒有融資需要。被問為何今年派特別股息，他表示，由於
集團去年上市20周年，加上出售廣州國金中心獲利回套，故決定派
特別息與股東分享。

截至去年底，公司擁有已售未入帳物業約118億元，其中約85
億元預計可於今年
入帳。集團預計，
今 年 新 開 工 面 積
266萬平方米；全
年 目 標 竣 工 樓 面
154萬平方米，按
年增約45%。集團
去年合共以80億元
，新增總建面378
萬 平 方 米 ， 至 去
年 底 擁 有 土 地 儲
備約1440萬平方米
，分布於全國12個
城市。

周生生（00116）去年全年總營業額按年升6%至183億元，但
受金價向下影響，加上毛利減少，成本增加，令純利減少10%至
9.85億元，派末期息45仙，比去年少8%，全年派息比率為38%。

其中珠寶營業額於期內升18%至149億元，利潤下跌16%至11.1
億元。集團表示，內地經濟放緩，環球經濟衰退的憂慮持續，消費
者態度明顯審慎，高價貨品銷售沒有增長；為吸引顧客，百貨公司
及同業競爭均倚賴折扣，進一步增加毛利下調的壓力。

華潤創業（00291）公布，截至2012年12月31
日止全年業績，純利按年升30.9%至39.45億元，若
扣除資產重估及出售主要非核心資產稅後，基礎溢
利則跌19.2%至15.27億元，每股盈利1.64元，派末
期息0.15元。華創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黎汝雄表
示，今年集團資本開支約83億元，但不包括重大收
購，而今年集團仍有機會進行收購，當中以食品業
務的機會較高。

對於去年第四季零售業務錄得2.02億元虧損，
黎汝雄解釋，主因是在一些區域開店較快，前期費
用較多，今年將維持300多間的開店數目，但強調
會有效控制成本，有信心今年全年零售業務會錄得
增長。至於去年第四季啤酒業務錄得虧損，則主要
由於每年第四季及第一季均屬啤酒銷售淡季。

於去年年底，集團在內地共經營超過4400間店
舖，其中約81%是直接經營，其餘則為特許經營，

而零售業務的同店銷售按年增長4.1%，主要受惠於
物價上升。銷售增長主要來自積極開拓新門店，及
收購江西洪客隆百貨投資有限公司所帶來的貢獻。
黎汝雄承認，今年首2個月同店銷售增幅僅2.6%，
但強調不能單以2個月表現來判斷該業務的前景。

對於早前華創以總代價53.8億元人民幣收購金
威啤酒（00124）之啤酒業務，黎汝雄表示，有關
收購仍有待內地部門審批，料7至8月份可接管該品
牌，集團是希望可以藉此收購來擴大全國啤酒市場
佔有率，由目前22%提升至23%。同時，金威啤酒
在廣東省的佔有率達10%，期望未來升至15%，加
上現時雪花啤酒在廣東省市佔率也達7%，希望兩
者發揮協同效應。他稱，據過往的收購經驗，有信
心於3至5年將該品牌扭虧為盈，加上金威啤酒的產
能使用率只達50%，希望能夠快速提升產能。

在派息政策方面，黎汝雄表示，未來集團仍可

能不斷有新的收購目標，希望將派息比率維持於現
金利潤基礎的40%至50%。他透露，未來集團在內
地仍有很多收購機會，但除銀行貸款外，不需要以
批股等方式集資。

被問及旗下五豐行活牛不斷加價，他解釋，進
口香港的是特級牛肉，不能與一般牛肉相提並論，
而且進口牛肉毛利率低於10%，且價格已盡量壓至
最低，加價主要是反映內地對牛肉需求增加。

華創昨收報23.15元，跌5.32%。

富士康（02038）去年由盈轉虧，蝕3.16億美
元（約為24.6億港元），2011年則錄得溢利7280萬
美元，不派末期息。集團解釋，外圍經濟不佳及個
別手機從業者的市佔率出現重大變動，導致部分主
要客戶的需求下降。

期內營業額按年減少17.5%至52.4億美元，集

團表示，全球OEM品牌與新從業者之間的激烈市
佔率爭奪戰，令全球手機EMS市場經營困難，致使
該集團產品出現定價壓力，而高昂製造費用及來自
勞工成本及原料價格上升引致的成本壓力影響毛利
率。集團銷售分類的損益表現全面受到影響，尤以
歐洲銷售分類最為嚴重，該區由2011年錄得盈利

6230萬美元轉為去年蝕922萬美元。去年富士康員
工數目約為7萬，比2011年大減2.88萬人。

集團展望，今年全球經濟持續不明朗，拖累手
機需求及集團業務，因此會持審慎態度。集團策略
旨在繼續於研發能力方面投放資源，專注於智能手
機行業的潛在客戶，另進一步擴闊客戶基礎。

另外，集團宣布正式改名為 「富智康集團有限
公司」，英文名稱更改為 「FIH Mobile Limited
」。

TOM集團毛利率改善

新濠盈喜料多賺3倍

周生生賺近10億跌一成

客戶需求降 富士康蝕25億

受惠於去年內地煤價下降及公司有效控制成本，華能國電（
00902）2012年度純利大升逾3.6倍，董事總經理劉國躍表示，預計
煤價能保持去年下半年的跌勢，料今年集團燃料成本將降5%，期
望今年境內電廠發電量按年升5.8%至3200億千瓦時。同時，未來幾
年將是華能資本性支出較集中的時期，料今年為211億元，明年約
175.4億元。

劉國躍表示，去年集團的境內電廠全年售電單位燃料成本為
249.82元╱千千瓦時，按年跌7.6%，料今年將持續下跌。他又說，
據公司發展戰略規劃，到2015年，力爭集團可控裝機規模達到8000
萬千瓦，電煤港航協同效應進一步加強。同時，截至2012年12月底
，集團可控裝機規模達到6275.6萬千瓦，清潔能源比例達到8.62%。

內地三大電訊營運商靜待有望今年內發放的
4G牌照，擁有國際較流行模式WCMDA的聯通，
在其現有技術基礎上，發展4G的障礙相對較低。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常小兵表示，將按照集團既定
的戰略方向積極應對，強調會依託FDD-LTE制式
發展4G業務。

無意租用中移動制式
對於會否如中電信（00728）般向中移動（

00941）租用TD-LTE制式？常小兵回應說： 「這
個我不希望看到！」他強調，沒必要同時經營
FDD與TD兩個4G制式，重申將透過技術平滑演進
，把現有3G基站升級至4G。

外資分析員引述管理層透露，倘獲發放4G牌
照，聯通最貴只需約100億元興建3萬個基站，保守
計算亦可以50億元，建設1.6萬個基站。

聯通高級副總裁張鈞安表示，2013年資本開支
預算約800億元，較去年資本開支高達998億元為少
，因為集團已解決大部分鄉鎮覆蓋。

常小兵提到，聯通已連續4年維持巨額投資，
奠定網絡基礎條件，除了投用發展3G網絡，亦為
未來需要作部分準備，加上不再對2G業務投入資
源，故將為投資規模進行結構調整。他續說，估計
初始4G網絡建設投資規模，將掌控在100億以內，
即使未來計及承擔4G網絡建設，直言 「聯通高達
1000億元的投資規模，有可能成為歷史了！」

停止投資2G網絡
另外，聯通以攤銷形式入帳的手機補貼額，去

年微升5.4%至61.02億元，佔3G服務收入比重由
17.7%降至10.2%。首席財務官李福申預期，未來手

機補貼金額將持續上升，惟佔收入比重將繼續下跌
，反映每戶補貼額減少。

隨3G業務發展成熟，常小兵表示，聯通今
年將會基本停止投資2G網絡，主要由於3G手機已
有廣泛普及，加上即使2G服務仍然有需求，亦可
透過加速3G發展來滿足相關需求，基於語音服務
成為長期持續不斷的服務，故何時停止2G服務則
言之尚早。

撇除固網初裝費遞延收入，聯通2012年多賺
68.5%至70.96億元，其中第四季賺16.43億元，略高
於市場預期。EBITDA升14.6%至726.58億元，
EBITDA率由34.1%升至34.6%。不過，扣除資本開

支後自由現金流為負291.7億元，總裁陸益民預期
，今年自由現金流有望改善，甚至錄得正數。

對於聯通早前未能投得本港4G頻譜，陸益民
解釋，投標價格超過集團原預期底線，強調聯通出
價理性，因此在出價到3億元水平時便退出競投，
又指未來會在本港繼續透過其他方式提供服務。

今次本港4G頻譜出價高昂，頻譜使用費平均
每兆赫3080萬港元，較對上一次拍賣相同頻帶的價
格高出80%。被問到聯通是否感到競投價格出現不
理性，常小兵回應說： 「不能這麼說，每個公司對
於資源有獨特的看法，聯通只是按照自身發展的需
要，作出評價和選擇。」

中國建築（03311）去年錄得純利按年升41.4%至21.31億元，
每股盈利57.32仙，每股末期息按年升2仙至9仙，連中期息全年派
息16仙。期內毛利率升1.21個百分點至12.19%，惟應收款項大升近
2.5倍至31.87億元，淨借貸比率由2011年的約8%升至逾24%，副主
席兼行政總裁周勇解釋，主要因為內地保障房項目要待兩年後才收
回款項，加上集團投資規模擴大而上升。但他指出，公司淨借貸會
嚴控在40%以下，料今年將維持去年水平，惟公司將於今年上年發
債。

期內，營業額按年升20.67%至197.65億元。於2012年底，在建
工程共有74項，該等工程應佔合約額共計930億元，未完工程應佔
合約額為576.9億元。公司今年目標新簽約金額為400億元。對於去
年新收購的遠東環球，周勇稱，不排除未來與中國建築及中國海外
（00688）合作。

中國有色礦業（01258）董事長羅濤稱，目前公司礦產自有率
為30%，高於國內同業。他預期，未來2至3年公司礦山自有率可從
目前30%提升至50%至70%。由於銅產品長遠來看供不應求，他看
好銅價未來走勢。公司昨天收報2.35元，無升跌。

他續稱，今年公司資本開支為3.8億美元，其中30%將會自有資
金承擔，70%將會以銀行借貸解決。目前公司主要產品為銅及鈷，
他坦言，公司並未限制產品種類，未來亦會考慮發展其他產品。

瑞銀發表報告指，公司銷售量及盈利增長雖強勁。惟在歐元
區形勢不明朗及需求放緩下，對於銅價前景較為審慎，故降評級
至 「中性」，削目標價14%至2.61元。

中國有色礦業2012年度全年業績，純利增長40.7%至9854萬美
元，每股盈利3.23美仙。不派息。

聯通2012年業績摘要*
（單位．人民幣）

分項

營業收入

．服務收入

．銷售產品

EBITDA

EBITDA率

淨利潤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末期息

截止過戶日

派息日

*撇除固網初裝費遞延因素

2012年

2489.26億

2101.27億

387.99億

726.58億

34.6%

70.96億

0.301元

0.12元

5月27日至29日

6月13日

按年變動

+19.0%

+13.1%

+66.6%

+14.6%

+0.5個百分點

+68.5%

+68.2%

+20%

2012年華潤
創業業績表

營業額

純利

基礎溢利

每股盈利

末期息

金額」
（億元）

1262.36

39.45

15.27

1.64元

0.15元

變化
（%）

+14.6

+30.9

-19.2

+31.2

-53.1
▲黎汝雄稱，今年
仍有機會進行收購

中建築純利21億增41%

越秀地產銷售創新高

華能料燃料成本降半成

中國有色自有礦山將增至五成

◀聯通多名
管理層出席
業績發布會
。中為常小
兵，左為張
鈞安，右二
為陸益民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越秀地產公布業績，去年合同銷售創歷
史新高

剛於3月初離開港交所（00388）的前上市科主管狄勤思，一如
市場所料重返獨立法定組織財務匯報局，接替即將卸任的甘博文出
任行政總裁的一職，將於四月一日正式交棒。政府發言人表示，狄
勤思是由遴選委員會經全球公開招聘後選出，有關任命將於今日（
22日）正式刊憲。

狄勤思為一名律師，自2009年起出任港交所執行副總裁及上市
科主管，於今年3月1日卸任。狄勤思曾擔任證監會多個高層職位達
14年，包括於1997年至2005年出任證監會的執行董事。經證監會提
名，其於2006年12月至2009年1月出任財務匯報局成員。

政府發言人表示，遴選委員會認為狄勤思在金融市場監管方面
擁有豐富經驗。在澳洲及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工作超過20年，對市
場監管和執法工作有深入認識。

狄勤思任財匯局行政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