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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成本升 商家紛紛提價轉嫁客戶

康師傅杯碗麵下月加價14%

志高附屬拓展中央空調

山東能源集團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殷江宏 山東濟南報道）

國資大省山東日前完成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省管企業
資產重組—由6家國有煤企組建的山東能源集團21日在
濟南正式揭牌。該集團註冊資本100億元，現有員工20
餘萬人，資產總額1200億元，是該省繼山東鋼鐵集
團、山東重工集團、山東海洋投資公司、泰山財險之
後組建的又一大型國企航母。

六礦合一總資產1200億
山東能源集團由新汶礦業集團、棗莊礦業（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淄博礦業集團、肥城礦業集團、臨沂
礦業集團、龍口礦業集團6家企業重組而成，煤炭產量

超過8000萬噸。這一數字，使得山東能源集團位居全
國煤炭企業集團前5位。
據悉，除了煤炭等傳統產業，山東能源集團將進軍

新能源領域。山東省長姜大明在致辭時表示，新組建
的山東能源集團未來將在鞏固發展煤炭等傳統能源基
礎上，大力發展風能、核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綠
色清潔新型能源，以及能源裝備製造業和與能源產
業、裝備製造業融合關聯的現代服務業，並在更寬領
域和更高層次上積極參與國際能源開發與合作。

與兗礦集團產能互補
據山東能源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卜昌森介紹，集團

將以煤為基、適度多元，在發展煤、電、油、氣等產
業的基礎上，積極進軍風能、核能、太陽能、生物質
能等新型能源領域。力爭「十二五」期間實現主要經
濟指標翻一番，進入世界500強。
據規劃，山東能源集團將與山東兗州煤業（1171）

母公司兗礦集團在產業能源上互為補充，協同發展。
資料顯示，山東能源集團和兗礦集團2010年原煤產量
達到1.42億噸，同比增長17.89%。資料顯示，此前全國
已有多個主要產煤省完成煤炭重組。其中，河北金牛
能源與峰峰礦業集團聯合重組為冀中能源集團，河南
組建中國平煤神馬能源化工和河南煤業化工兩大集
團。

■山東能源集團21日在濟南揭牌。山東能源集團董事長卜昌森
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邱婷）通脹重臨令商品

價格上漲，多間內地零售企業均不約而同表

示，計劃提高旗下產品售價，以應對原材料價

格不斷上升對利潤的侵蝕。方便麵生產商康師

傅控股（0322）昨宣布，將於4月1日起旗下即

食容器麵產品價格加價14%；男裝產銷商長興

國際(0238)，料今年售價再增10%；中國利郎

（1234）也預計，今年售價有雙位數加幅。而

兒童耐用品產銷商好孩子(1086)稱，現時公司

現有產品中約一半已加價6%，其餘

產品正洽談價格的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龍湖地產(0960)去年全年
純利41.3億元(人民幣，下同)，較09年增長87%，若扣除
物業重估收益，核心盈利25.74億元，增長60%，每股盈

利0.802元，派末期股息0.1元。截至去年底，公司現金約
98.63億元，負債比率43.6%，1年內到期債款28.6億元，佔
全部債務17%。公司指，今年資本開支約200億元，目標
銷售400億元，暫無再融資需要。
面對內地調高存款準備金及收緊貸款，龍湖承認對公

司利息支出會有一定影響，估計今年借貸息率將由去年
的平均5.6%增至今年的6.5%，公司指未來會繼續留意境
外融資渠道，但強調暫無融資壓力。

觀察房產稅 無意減價
龍湖去年北京項目銷售額達100億元，常務副總裁邵明

曉稱，雖然調控力度嚴厲，但今年銷售目標仍將達80億
元，他補充，截至2月底，北京區域銷售已逾25億元。另
外，全集團截至2月底銷售金額則為73.2億元，較去年增
長212%，全年銷售目標則為400億元。09年銷售則為
333.2億元。公司計劃未來逐步增加收租物業比例，由目
前佔總收入約2%，長遠增至10%。目前該司收租面積約
40萬平米，估計2015年收入可達20億元。

截至去年底，龍湖土儲約3,100萬平米，每平米土儲成
本1,935元，佔銷售價僅14%。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吳亞
軍稱暫無需急於補充土地，她指出，目前房產稅效果仍
有待觀察，限購令影響雖然存在，但公司銷售下跌不
多，龍湖強調不會減價賣樓。

越秀地產或發人債籌資
另外，越秀地產(0123)去年純利虧轉盈錄9.19億元，每

股盈利12.28分，不派末期息。截至去年底，負債率約
40.6%，現金約64.5億元。公司指，截至去年底，已售未
入賬銷售額約84億元，其中90%約75.6億元可於今年入
賬。公司今年資本開支約125億元，購買土儲及工程費各
佔約半。
越秀執行董事唐壽春稱，公司今年銷售目標90億元，

涉及約54萬平米，其中商業物業將佔總銷售40%，而銷售
城市亦不再局限於廣州一市。他又指，由於看好人民幣
升值，公司未來不排除發人民幣債券。

招商地產多賺22%至20億
招商局集團旗下A股上市的招商地產公布，去年淨利潤

20.11億元，增長22.34%，每股盈利1.17元。期內實現房地
產合約銷售金額146.25億元，銷售面積95.17萬平米．每平
米均價升25.48%至15,367元。

康師傅昨宣布即食容器麵產品價格，每單位零售價上
調0.5元人民幣，為去年11月以來第三次對產品加價。該
公司稱，原物料價格持續上升對行業造成相當大的成本
壓力，使得業界毛利率普遍大幅降低。去年度，佔總營
業額43.88%的方便麵業務毛利率同比下降2.62個百分點至
28.83%；受膠粒及糖價大幅上升的影響，佔比約52.86%
的飲品業務毛利率下降8.39百分點至28.48%；糕餅業務毛
利率按年減少3.82個百分點至36.86%，廣告、促銷投資計
劃亦未達預期效益。
原物料成本上漲，令公司2010年毛利率從09年度的

34.6%降6.2個百分點至28.4%，為維持「合理的毛利」，決
定上調容器麵系列的大部分產品價格，容器麵佔集團方
便麵銷售量約30%。康師傅繼去年11月將經典袋裝麵零售
價由2元提價10%至2.2元後，今年2月再對高價袋麵產品
加價10%。另一方便麵生產商統一中國（0220）袋裝麵於
農曆新年後亦在部分渠道調整價格，每袋上調0.1元。

長興加一成 好孩子提6%
除食品商外，一眾服裝及耐用品消費股則以加價及調

整產品組合抵禦成本上漲，堅守毛利率水平。因銷售量
增加及平均售價上漲，長興國際去年毛利率按年上升3.6
個百分點至64.2%，料今年售價再增10%；主席陳育明表

示，原材料價格上升令毛利率受影響，但由於旗下產品
為中高檔貨，顧客對價格的敏感度相對較低，可透過加
價以抵銷成本上漲的影響，往年平均售價有10%升幅，
料今年增幅亦相若。
中國利郎去年高附加值及高價位產品銷售有所上升，

平均售價提升23.2%，整體產品毛利率增加2.6個百分點至
37.9%，公司料今年售價有雙位數加幅。好孩子副總裁兼
首席財務官劉同友表示，公司去年推出更多新產品，故

能將上升的成本轉嫁，現有產品中約一半已加價6%，其
餘產品正洽談價格的調整。

特步產品今年第四季加價
體育用品商特步(1368)主席兼行政總裁丁水波稱，今年

1月同店增長有逾一成增幅，料今年首季同店銷售能錄得
高單位數增幅。而產品售價會根據原料上升幅度調整，
即將舉行的今年第四季度訂貨會，預計將加價5-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亞權 上海報道）日本核洩漏
陰霾未散，利比亞戰火又開，加上央行再次上調存款
準備金率，A股市場早盤雖高開卻無力上行。上證綜指
兩次失守2900點，惟依靠煤炭石油、地產、銀行等權
重股全力護盤，全天勉強報收於2909點，小幅上漲2點
或0.08%；中小板、創業板股的殺跌，則拖累深證成指
下挫78點或0.62%，報收於12643點。兩市成交2188億
元（人民幣，下同），較上一交易日小幅縮量49億元。

能源地產銀行護盤 收漲0.08%
昨日大盤雖小幅收漲，但板塊、個股均跌多漲少，

太陽能、風能、醫藥等集體回調，黃金、石油等受益
利比亞開戰的品種領漲兩市。其中黃金板塊受國際資
金避險需求推升國際金價的帶動，全天勁升2.18%，位
居漲幅榜首位，榮華實業大漲5.3%，山東黃金、恆邦
股份均漲逾3%。石化雙雄受國際油價可能繼續走高預
期的刺激，全天表現強勢，助推煤炭石油板塊上漲
0.79%。

上證綜指兩度失守2900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永青)志高控股(0449)主席李興
浩昨表示，近期集團已成立附屬公司，拓展中央空調
業務，並希望在2013年底中央空調業務的生意額可達
30億元人民幣。他又說，未來集團將擴大銷售網絡，
希望未來兩年將空調產能增至1000萬台。志高昨收報
0.66元，跌8.33%。
志高財務總監梁漢文表示，若志高要在未來兩年將

空調產能增至千萬台，估計每年需要的資本開支約2.5
億元人民幣，但集團有足夠資金應付。去年集團有關
原材料及直接勞工成本分別上升54.4%及70%，李興浩
表示，集團有力將漲幅轉嫁給客戶，而一般產品平均
加價幅度約5-10%。

去年純利倒退1.6%至3.1億
去年集團銷售節能產品增加，因而獲得內地政府逾8

億元的補貼，李興浩表示，內地政府的補貼對象是行
內所有同業，並非只有志高才受惠。
志高在2010年度純利倒退1.6%至3.1億元人民幣，每

股盈利5.65分人民幣，派末期息1港仙。李興浩解釋，
去年錄得部分一次性非現金支出項目，包括向部分員
工及客戶贈股，以及發行認股期權，扣除有關因素，
去年集團的基本溢利升41.8%至4.55億元人民幣。
期內，集團的中國銷售額按年升38.4%至51.48億元

人民幣，海外銷售額升45.2%至33.18億元人民幣，其
中歐洲及中國以外的亞洲地區銷售額升逾45%，美洲
地區更升逾六成。

新華製藥歐美銷售增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山東新華製藥(0719)
昨公布，去年錄得股東應佔溢利1.01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2009年同期增長1.62%，每股盈利0.222
元，派末期息0.05元；營業額25.89億元，同比增
12.8%。
公司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趙松國表示，去年採

購成本上升7,000萬元，漲幅為7.7%。公司希望通過
擴大市場份額，推行新的工藝技術，以降低成本，
確保穩定毛利率。此外他表示，今年資本將會多於
去年的2億元，惟未透露具體數目。
董事長張代銘表示，內地醫改對新華而言是有

利，因為提高醫改覆蓋面，繼而令用藥量增加。同
時，歐美市場是公司海外市場的開發重點，去年實
現銷售收入較上一年增長50%，未來亦會不斷鞏固南
美、東歐市場。並指今年國際需求將會逐步回升，
內地擴大內需政策亦有望拉動醫藥的需求增加。

■左起：趙松國，張代銘，總經理杜德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璇 攝

■左起︰大唐新能源副總經理張勛奎、董事長陳
進行、總經理胡永生。香港文匯報記者廖毅然 攝

中移動上月上客淨增7.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移動（0941）2

月份上客量維持理想，淨增移動電話客戶565.1萬
戶，較1月份的淨增量增加約7.4%；截至今年2月
底，其累計移動電話客戶達5.94931億戶。2月份淨
增的565.1萬客戶中，3G客戶佔191.4萬戶，截至2月
底累計3G客戶達2,454.7萬戶。

中信大錳海內外續覓收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信大錳（1091）

主席邱毅勇昨日預計，中國今年對電解錳的需求將
保持兩位數字增長，每噸價格預計約1.9萬元，公司
毛利率料可維持去年的水平。該公司並透露將繼續
在內地和海外物色收購機會。
邱毅勇出席業績記者會表示，目前中國國內錳供

應不足，仍需從國外進口，而全球錳供需基本維持
平衡。雖然非洲有很多錳礦，但受物流、電力供應
制約，產量不會很快增加。他續稱，本月電解錳的
價格約每噸2萬元，較去年同期每噸1.47萬元高很
多，而預計下月其銷售將繼續暢旺，並料其今年平
均價格約1.9萬元。去年該公司電解錳平均售價為
1.58萬元，同比升21.7%。

加蓬錳礦下月中裝船運內地
在談到公司在非洲加蓬投資錳礦的進展時，副主

席李維健表示，加蓬錳礦項目的公路、鐵路、碼頭
和選礦廠等主要工程經已完成，本月中旬開始陸續
運輸礦石至利伯維爾港，計劃下月中旬裝船運往中
國。並表示，該項目今年錳精礦的產能目標為35萬
噸，而明年可增至75萬噸。

大唐新能源研併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大唐新能源(1798)總經
理胡永生昨日表示，儘管風機價格今年預計仍會下
調，惟集團的資本開支將按年增32%至141.45億元
(人民幣，下同)，部分將用於收購，現正物色回報率
較高的項目。並強調，今年目標新增風電裝機容量
1,500兆瓦，並會積極開發太陽能等其他新能源。
對於日本核電輻射洩漏事件，胡永生指，這為風

電發展提供更多空間。集團副總經理胡國棟表示，
集團今年將有一個海外項目開工，現正展開前期研
究。去年，風機造價經已下降至每千瓦3,600至3,800
元，帶動整體風場造價下降6.6%至每千瓦8,300元。

內地收銀根 龍湖或境外融資

五隻零售股業績
公司 營業額 純利 每股盈利 末期息

康師傅(0322) 66.8億美元(+32%) 4.77億美元(+24.42%) 8.53美仙 4.27美仙

中國利郎(1234) 20.53億元人民幣(+31.6%) 4.19億元人民幣(+38.2%) 34.89分人民幣 12分人民幣

長興國際(0238) 6億元人民幣(+46.7%) 1.53億元人民幣(+45.8%) 23.2分人民幣 7.5港仙

好孩子(1086) 37.22億元港元(+22.7%) 1.51億港元(+140.5%) 18港仙 5港仙

特步(1368) 44.57億元人民幣(+25.7%) 8.14億元人民幣(+25.7%) 37.42分人民幣 12港仙

■左起:志
高控股主席
李興浩及財
務總監梁漢
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永青 攝

■左起：龍湖地產首席財務官韋華寧、董事長兼首席
執行官吳亞軍、常務副總裁邵明曉、投融資中心總監
張艷。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建強 攝

■左起，中國利郎首席財務官高玉蘭、副主席王良星、主席王冬星、副主席王聰星、營銷市場中心總監章宇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邱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