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樓市調控政策頻出的情況下，萊蒙國際(3688)公佈

2012年年度業績數據，其中2012年總合同銷售總額為

62.8億港元、按年增長24.7%，合同可銷售建築面積約

37萬平方米，兩者均創下歷史新高。

萊蒙計劃今年將推出多個新樓盤，其中計劃於今年4月

中推出「萊蒙水榭春天6期」。該項目位處新中心龍華新

區核心地段，總建築面積約56萬平方米，總套數約1,200

戶。「萊蒙水榭春天5期」於去年6月推售，曾獲頒深圳市

2012年上半年開盤當日銷售冠軍及2012年上半年單月樓

盤銷售冠軍，預期「水榭春天6期」可承接以往的銷售成

績，可再次擦新銷售紀錄。

萊蒙國際憑著全年度銷售冠軍的榮譽、強大產品競爭力、

廣闊的市場影響力，加上受惠內地樓市復蘇，在樓市持

續上漲的趨勢下，萊蒙國際的業務發展前景值得關注。

萊蒙合同銷售創新高

管理層為業績差向股民致歉

深控料獲母企更多注資

中遠洋嚴控成本 力爭扭虧
連續第二年巨虧的中國遠洋（01919

）昨日在京舉行業績說明會。副董事長馬
澤華形容今年是背水一戰，痛定思痛後，
公司須加強控制燃油等各項成本，比同行
更加努力改善業績。董事總經理姜立軍稱
，今年目標是全力減虧、扭虧，只要能改
善業績的適當措施，公司都會考慮、研究
和推進，一旦有具體消息會按有關條例披
露。

本報記者 汪澄澄

全球金融波動震盪、國際貿易熱度大幅降溫，大
連港（02880）去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潤按年跌
9.9%，至6億元（人民幣，下同）。營業收入增長
17%至46.4億元。每股基本收益0.14元，按年跌6.6%
。董事會擬每10股派息0.5元。該股昨日收報1.8港元
，升1.69%。

公司表示，淨利潤的減少，主要是集團為後續投
資籌集資金、利率調整以及部分投資專案投產，使費
用化利息增加等因素影響。

期內，公司完成油化品輸送量3857萬噸，同比減
少5.6%。完成集裝箱輸送量891萬箱，同比增長20.2%

。汽車碼頭實現汽車輸送量22.7萬輛，同比增長
28.3%。礦石碼頭完成礦石輸送量2248噸，同比減少
17.8%。雜貨碼頭完成輸送量3214萬噸，同比增長
4.8%。散糧碼頭完成輸送量724萬噸，同比增長
2.5%。客運滾裝碼頭完成客運輸送量406萬人次，同
比減少0.4%；完成滾裝輸送量83萬輛，同比增長
32.7%。

展望今年，公司預計在國內外經濟緩慢復蘇的趨
勢帶動下，大宗散雜貨輸送量將有所增長，集裝箱業
務在政府補貼政策的支持下繼續保持增長，滾裝商品
車在內貿市場的帶動下也將保持增長。

大連港料散貨輸送量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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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於旗下商用類項目熱銷，深圳控股（00604.
HK）去年純利勁升41.7%至21.56億元（人民幣，下同
）；期末派息11港仙（折合人民幣約0.09元），同比增
37.5%。公司董事會主席呂華昨日在港表示，今年銷售
目標為90億元，按年漲48%；預計五年後合約銷售額將
達250億元。

年報顯示，公司去年共實現營收85.68億元，同比
增17%；淨負債比率則由前一年的72.3%增加至84.9%。
呂華指出，負債大幅增長的原因有兩點：位於內地三、
四線城市的項目進展較慢，減緩資金回籠速度；公司近
年來處於快速發展期，用於土地開發的資金投入較大。

他並稱，有意通過母公司注資方式解決該問題，未
來負債比率目標為75%。此外，深圳控股還將手調整
公司貸款結構，由此前單一的銀行融資渠道，轉變為多
種模式並存，不排除今年或在二級市場發債。

冀在前海發展中有作為
今年一月份，母公司深業集團向深圳控股注入深圳

福田區的科之谷項目，涉資42億元。呂華預計，未來或
將接受母企更多資產注入，但考慮到項目審批及股價配
合等不確定因素，目前不設具體時間表。據悉，公司擬
通過該種方式，在四年內將位於深圳的建築面積擴大至
400萬平方米，價值佔比則升至60%。

同時，深圳控股還將加大與本地國企合作力度。呂
華認為合作會帶來雙贏的局面，因為國企目前有內部整
合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目前接觸的國企包括前
海特區三大 「地主」之一的深圳國際，業內猜測深圳控
股或有 「進軍」前海的打算。不過，呂華對此表示，與

深圳國際的合作屬初步磋商，將積極尋求各方合作。 「
公司作為以深圳為基地的國企，未來在前海發展將承擔
更多責任。」

強調未違規使用海砂建樓
有關市場熱議的深圳 「海砂樓」事件，呂華表示公

司高度重視該類問題，並強調公司未違規使用海砂建樓
。他表示，事件消息流傳後，已緊急檢查旗下項目，並
無發現異常狀況。當被問及地方 「國五條」細則預期時
，他稱細節上仍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不過料政策短期
只對二手房有影響，反而有利於一手銷售。公司旗下廣
州及深圳的項目，近期銷售表現優異，並未受到 「國五
條」影響。

深圳控股昨日收報3.11港幣（折合人民幣約2.51元
），漲0.32%。

年初才發行巨額40億元人民幣公司債的國藥控股
（01099），昨日又向市場伸手，配股集資最多40億
港元。受消息拖累，國藥股價應聲急挫7.2%，收報
25.05港元。公司總裁魏玉林表示，是次配股集資所
得，部分會用於擴大醫藥分銷及零售網絡。國藥現時
分銷中心覆蓋全國180個城市，希望到2015年覆蓋城
市可增至270個至280個城市。零售藥店網絡則有1900
家，未來會通過收購及自營方式，增加店舖數目。展
望業務，魏玉林指出，國藥的核心競爭力為銷售網絡
，所以會分銷環節上，作橫向伸延，包括增加保健品
、醫療機械等產品的銷售種類。

國藥配股集資40億股價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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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莫勒─馬士基總裁安仕年表示，中
國刺激國民消費和減少依賴出口、增加內需
的政策，將為船公司帶來很好的機會。但有
分析師認為，亞洲增加進口意味減少吉箱數
量，這有利於班輪公司。此外，安仕年預期
，隨美國經濟的好轉，泛太線的貨量開始
回升。而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包括非洲和
南北，也會有較好增長。但他仍然看淡亞歐
線，認為受到行業運力過剩和歐洲經濟疲軟
影響，今年該航線沒有復蘇跡象。

據外電報道，馬士基表示，今年進口中
國的貨量增幅將大於出口增幅。據了解，中
國目前通過集裝箱進口的貨物主要包括原材
料、電器元件和鞋類。首爾KTB證券分析
師Shin Ji Yoon表示，在國際貿易上，一
直有個不平衡的貿易現象，往往從亞洲出口
的都是重箱，但入口亞洲的都是吉箱。

看重中國貿易發展
由於看重中國貿易發展，現時，馬士基

透過旗下馬士基碼頭公司在中國參與投資的
碼頭合共有7個，包括上海和廣州。該公司
早前還投資6.73億美元，與寧波港集團共同
營運當地碼頭。馬士基表示，旗下碼頭公司
計劃增加該合資公司的持股量，由25%增至
33%。而新的港口設施將於2014年完工。寧
波港去年處理箱量達1680萬箱，全國排名第
三。安仕年強調，碼頭投資是公司的關鍵。
公司不斷找尋機會，希望投資在真正成長的
地區。

馬士基航運計劃從4月15日起，在亞洲
航線每標箱增長500美元。該公司較早前預
測，今年盈利將高於去年的4.61億美元，原
因是公司削減成本開始和全球集裝箱需求提
升。加上公司將於今年6月接收首艘 「3-E

級」船，投放亞歐航線。據了解， 「3-E級」船更改了集裝
箱上的球鼻艏。舊的球鼻艏是比較快速航行時用的，而新的
球鼻艏是專門為慢速航行而設計的，其設計適應水的動力，
因此能夠提高船的能源效率。該設計還能提高16%裝貨量。

安仕年補充， 「3-E級」船在亞歐線每標箱能減少35%
的油耗，並能減少50%的碳排放量。他強調，這是公司削減
成本措施和減少碳排放量的一部分。相信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內，該型船將是世界最大的集裝箱船。

另一方面，馬士基航運早前宣布，將在緬甸開設分公司
，為緬甸市場提供每周4班次的接駁服務。該公司亞洲區部
門MCC運輸表示，隨緬甸市場經濟持續發展，該公司已
準備在緬甸開設長期業主代表公司以迎合緬甸強勁的經濟增
長前景，而不是像過去的20年那樣通過第三方機構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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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近三年的浙江玻璃（00739）終於走上破產
的窮途。浙江玻璃昨日表示，由於3月10日召開的第
三次債權人會議上，因普通債權組的反對，導致重組
方案未能獲得通過，故浙江省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於
本周一（3月25日）裁定終止重組程序，並宣布浙江
玻璃破產。依照內地《企業破產法》規定，企業遭法
院宣告破產後，其財產將被公開變價出售，所得價款
分配給債權人，清償債務。浙江玻璃表示，將於4月
13日召開第四次債權人會議，提請表決破產財產變價
方案。破產清算期間，浙江玻璃將維持營業，直至變
價財產移至新買家為止。

浙江玻璃在2001年主板上市，曾經是基金愛股，

先後引入國際金融公司IFC、美國Scion Capital基金
入市，而股價在07年曾經被炒上至12港元水平，較上
市價的2.96港元，高出三倍。然而，內地玻璃行業長
期不景氣，加上浙江玻璃高度倚賴債務擴張，導致債
台高築。截至09年6月底止，該公司未償還銀行貸款
達53.1億元人民幣，手持現金卻只有6340萬元人民幣
。淨負債權益比率高及152%。

因此，浙江玻璃今次走上清盤之途實屬意料之內
。浙江玻璃股份在2010年5月開始暫停買賣，停牌前
報2.48港元。根據資產評估機構對浙江玻璃主要資產
作出評估，浙江玻璃資產總值合共約22.93億元人民
幣。

浙江玻璃宣布破產

中聯重科（01157）昨日公布2012年度全年業績
，營業額480.71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上升
3.7%；股東應佔溢利73.3億元，按年倒退9.1%。每股
攤薄後盈利0.95元，建議派發末期息0.2元，按年減少
20%。值得注意的是，中聯重科去年首三季盈利錄得
16.7%增長，約有69.6億元，換言之，去年第四季度
經營狀況急速惡化。

中聯重科的存貨及應收帳環節一直是市場關注點
。中聯重科去年在非流動資產帳內的 「應收帳款及其
他應收款」達到26.85億元，較去年的9.12億元，大增
1.9倍；在 「流動資產」帳內的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
收款」亦達199.39億元，上升46%。至於存貨則由
2011年的96.56億元增至117.33億元，升21%。

中聯重科少賺9%至73億

中國遠洋繼2011年巨虧過百億元（人民幣，下同
）後，去年再蝕95.6億元，差於預期，對此，管理團
隊在昨日的視頻會議上向公眾致以歉意。董事長魏家
福由於隨國家主席習近平外訪，未能出席昨日的業績
說明會，由馬澤華代為主持。

不排除回購中遠物流
馬澤華表示，雖然公司在去年透過改革營銷體制

，嚴格控制成本等方式改善業績，但仍無法抵禦整個
航運業的低迷。他指，尤其是乾散貨運輸市場運力過
剩，運價受壓情況嚴重，BDI指數平均值僅為920點
，是該指數開設以來的最低紀錄，公司該板塊業務也
無法獨善其身。但他強調公司對該塊業務實施整合，
但效果需時體現。

關於集裝箱運輸市場的收益不如同行，高層解釋
，不同班輪公司在該塊業務的統計範圍不同，差異主
要與資產結構、業務結構等有關係，強調去年中國遠
洋在該板塊業務的收入增幅達到23.74%，營銷和成本
上管控上都取得效果。

展望今年，馬澤華預計市況略有好轉，但供大於
求形勢仍然嚴峻，須進一步控制燃油等各項成本，及
採取一切可行手段，比同行更努力改善業績。關於魏
家福曾表示希望國家出台相關政策，扶持航運業。馬
澤華表示，關注國家相關政策，但暫不知具體情況，
又說最終要立足於企業自身。

關於出售中遠物流給母公司，總經理姜立軍表示
，出售中遠物流全部股權，將為公司帶來約19.6億元
的一次性收益，預計可回籠78.6億資金，用來補充營
運資金，專注支持航運主業發展。但他強調，將來不
排除有回購中遠物流的可能。至於公司是否會出售其

他資產以增加收益，他稱 「不可能不去想」，強調 「
只要是有利於公司改善業績、持續發展、維護股東長
遠利益的措施和專案都會認真研究和論證，經過一定
規範程式批准後，會積極推進」，不過 「目前沒有需
要披露的資訊」。

重點做強做優航運主業
至於公司財務費用從2011年的1億元暴增到去年

的16億元，財務總監豐金華解釋，一方面，去年公司
經營現金流淨流出52億，投資現金流也是淨流出，由
於流出金額龐大，需增加債務規模，以保證公司運營
，故增加了利息支出。另外，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損
益也在變動，去年人民幣升值幅度比2011年小很多，
而公司持有美元債務較多，所以相應損益從2011年的

7.6億降至7500萬。
豐金華強調，連續兩年虧損，公司財務狀況受到

很大衝擊，故寧可增加財務費用，也要首先保持經營
現金流動性和安全性。他又說，表面看是減少股東利
益，但根本目標還是為了公司安全運營和持續發展，
所以，今年財務費用仍有增加的可能性。

此外，日前有諸如馬士基等大型班輪公司手以
較大載重船舶更換小船，被問及會否跟隨趨勢，馬澤
華說，船舶大型化有限度，不是無止境。被問及會否
增加載重為40萬噸的超大型乾散貨船舶，他稱需要研
究，暫時會繼續使用現有的10艘載重30萬噸的船舶。

被問到是否涉入海洋工程項目，馬澤華說，中國
遠洋始終是航運公司，重點是將主業做強做優，其他
業務也必須有助主業發展。

▲深圳控股業績報告會現場，居中者為公司董事會
主席呂華 本報攝

中國南車（01766）昨日公布2012年度全年業績，期內
收入890.19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上升11.9%，股東應
佔溢利40億元，增長3.7%。每股盈利29.9分，下跌8.2%，建
議派發末期息0.09元，下跌50%。南車去年銷售機車558台，
較上年減少43%；收入143.96億元，按年減少19%，主要因客
戶採購減少，機車銷量下降所致。動車組銷售960輛，與上
年基本持平；收入215.23億元，上升2.58%，主要是交付的產
品品種結構變化所致。

天倫燃氣（01600）公布2012年度全年業績，期內收入
7.16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上升58%；股東應佔利潤
1.35億元，增長63%，每股收益0.16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
末期息。天倫燃氣自2010年上市以來，一直未有派發股息。
天倫燃氣去年應收帳款上升49%，達到1.73億元。該股昨日
收報5.9港元，漲4.61%。

旭光高新材料（00067）公布2012年度全年業績，期內
收入45.07億元（人民幣，下同），下跌1.4%；毛利27.04億
元，跌6.8%。由於所得稅開支減少逾1億元，至3.53億元，
旭光去年股東應佔溢利上升5.9%，至13.94億元。每股攤薄
盈利23.89仙，建議派發末期息6.01分（約7.49港仙），增加
1.8倍。由於旭光上半年並無派發中期息，所以2012年全年
股息相較2011年全年股息增加7.9%。

◀中遠洋副
董事長馬澤
華（左）、
董事總經理
姜立軍在視
頻會議上答
記者問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馬士基航運計劃從4月15日起，在亞洲航線每標箱增
長500美元 彭博社

天倫燃氣去年盈利大增63%

中國南車賺40億增3%

旭光溢利近14億增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