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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及港龍營業數字
2013年上半年 同比變幅（%）

可用噸千米數（可用噸千米） 125.20億 -3.3

可用座位千米數（可用座位千米） 621.87億 -4.8

運載乘客人次 1,449.7萬 +1.3

乘客運載率 81.3% +1.2個百分點

乘客收益率 69.0港仙 +4.4

運載貨物及郵件 74.1萬噸 -1.7

貨物及郵件運載率 62.4% -1.9個百分點

貨物及郵件收益率 2.33元 -3.3

每可用噸千米成本（連燃油） 3.69元 -0.8

每可用噸千米成本（除燃油） 2.23元 +2.3

飛機使用量（每日時數） 11.6 -3.3

制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澳門博彩
（0880）昨公布6月底止中期業績，期內純
利增長12.2%至38.28億元。每股盈利69仙，
派中期息每股20仙。集團總收益424.53億
元，同比增長8.1%；其中博彩收益421.29億
元，增長8.1%。經調整EBITDA增加11.6%
至43億元。

市佔率25.3%居首

上半年中場賭 博彩收益同比增加
3.9%，貴賓博彩收益增加10.4%，角子機業
務收益則減少5.7%。於澳門整體博彩市場
的佔有率為25.3%，繼續排首位。財政狀況
維持穩健，現金、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
存款共250億元。

集團旗下新葡京娛樂場的收益、經調整
物業EBITDA及應佔溢利分別增加12.6%、
2.7%及1.4%。新葡京酒店的平均入住率為
95%，每日平均房租2,230元，分別增加
1.8%及4.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受惠可比較酒樓銷
售額增長強勁，喜尚（8179）昨公布截至6月底止，
半年純利按年增約一成至806.8萬元，每股基本盈利
為0.25仙，按年增8.7%，不派中期息。值得一提的
是，公司於期內租金及相關支出按年增加約19%，
達至2,029.4萬元，反映租金對於飲食行業發展的壓
力絕對不容忽視。

歎租金升19%難經營

期內，營業額增加約7%至1.83億元，利潤率約
4%，維持與去年同期相若水平。喜尚主席黃君武於
業績公告中表示，新開設的灣仔季季紅酒家及奧海城
家常便飯等帶來的收入貢獻逐漸顯現，但坦言期內食
品、工資及租金成本上漲，令經營環境日趨艱難。

更重要的是，公司於期內經營租賃的租金及相關
支出2,029.4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9%。該增加主
要由於開設灣仔季季紅及家常便飯餐廳所致。公司
雖已訂立長期租賃協議，將租金維持到合理水平，
但由此可反映租金對於飲食行業發展的壓力愈來愈
大。

此外，公司創始品牌季季紅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5%，至9,764.4萬元。期內已消耗存貨成本共約
5,815.2萬元，較去年同期少3%。而公司大量增加採
購食材以享有供應商給予更多折扣，使已消耗存貨
成本佔營業額維持約36%以下。

現金狀況方面，至6月30日止，銀行結餘及現金的
賬面值約為5,666.3萬元，較去年底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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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盈利2400萬 大遜預期

國泰上半年的客運業務表現不俗，據業
績報告披露，雖然可載客量減少

4.8%，收益仍增加0.8%至349.78億元。運
載率上升1.2百分點至81.3%。收益率亦上
升4.4%。不過貨運業務卻未有改善跡象，
期內貨運收益為112.78億元，同比下跌
5.2%。可載貨量減少1.8%。運載率下跌1.9
個百分點至62.4%，收益率下跌3.3%。

貨運業務連降3年

行政總裁史樂山昨日於業績會上表示，
集團的貨運業務在2010年表現最佳，其後
從2011年起連續3年都下降，但集團仍會持
續投資拓展貨運業務，希望下半年的整體
收益率會有所改善，重回2010年時的水
平。常務總裁朱國樑也表示，目前美國經
濟表現不錯，內地經濟增長雖有放緩，但
亞洲市場整體尚佳，加上聖誕期間貨運將
會進入高峰期，故有信心貨運業務在第四
季有所改善。不過歐洲經濟可能要到2014
年甚至2015年才會復甦，相信該地區的貨
運仍會受到壓力。

料客運前景樂觀

對於客運業務前景，朱國樑較為樂觀，
指下半年通常強於上半年，由於7月和8月

有假期因素，10月和11月將出現大量「商
務遊」，均會帶動客運市場保持強勁需求。
目前集團的長途航班表現最好，無論是頭
等艙還是經濟艙的收益均呈上升趨勢，新
開的飛往倫敦航班運載率達到95%，飛往
加拿大、美國和歐洲的航班也都表現極
佳。

業績報告又披露，期內來自應佔聯屬公
司的虧損達到1.55億元，成為拖累業績的一
大因素。財務董事馬天偉表示，期內來自
國航（0753）的利潤表現較差，國貨航更
加錄得虧損，目前每個月的虧損額高達
5,000萬元。不過朱國樑預期，下半年聯營
公司的表現將會改善，集團將持續為國貨
航更新機隊，一旦貨運市場好轉，國貨航
的表現亦會改善。

燃油成本淨額減8.5%

至於油價，馬天偉指上半年平均為110美
元左右，集團主要在107美元水平做了不少
對沖，下半年的三個月對沖均價為101美
元，總體而言今年已為超過30%的燃油對
沖，部分對沖甚至延至2016年。業績報告
則披露，期內燃油成本淨額同比減少
8.5%，但仍是集團最大的成本，佔營業成
本總額的比例為38.8%。

喜尚半年賺806萬不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陽光油砂（2012）
昨公布截至6月底中期業績，虧損按年收窄55%至約
1,660萬元（加元，下同）。去年同期虧損則為3,700
萬元。不派中期息。淨虧損主要歸因於一般行政開
支1,030萬元，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490萬元，以
及融資成本260萬元。

公司的合併現金及短期投資結餘為9,430萬元。6月
底的運營資本虧絀為3,540萬元。West Ells項目在幾
個月後啟動生產，第一階段的目標為每日重油產能
5,000桶，將於今年第4季度注入第一道蒸汽。隨後第
二階段增至5,000桶擴產計劃，預期第二道蒸汽將於
2014年第2季度注入。第一個5,000桶井場的鑽井現已
完成及第二個5,000桶井場鑽井接近完成。於明年
初，第二個井場將準備開始生產。由於天氣惡劣拖
慢工程，West Ells項目成本估算提高到約5.25億元。
公司將融資3億元以繼續推進項目。

陽光油砂虧損收窄55%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公布，截至7月底止，外
匯基金境外資產為24,836億元（港元，下同），較上
月底減少297億元。金管局稱，貨幣基礎為12,325億
元，包括負債證明書、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
幣、總結餘，以及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外
匯基金對香港私營部門的債權總額為2,011億元。

外匯基金境外資產減297億

大昌行生意減兩成

大新半年多賺35%派9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

若奔）國泰航空（0293）昨

公布中期業績，只賺2,400萬

元，雖然轉虧為盈，惟遠遠

遜於市場此前估計的5億

元。不過，國泰對股東亦絕

不吝惜，恢復派中期息之

外，雖然每股盈利得0.6仙，

但派第一次中期息6仙，可

惜昨日港股停市，未知股東

及投資者是否「收貨」。主

席白紀圖表示，雖然期內客

運業務有所改善，但貨運業

務受需求疲弱影響已超過兩

年，「這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燃油價格持續高企，以

及應佔聯屬公司的虧損增

加，也繼續為業務帶來不利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澳
洲航空與東航（0670）
合資成立捷星香港
航空公司，擬申請
開辦以本港為基地
的廉價航空，引起
不少關注。國泰行
政總裁史樂山談及
有關話題時表示，

《基本法》規定在本
港開辦航班公司，
必須在香港註冊，
且以香港為主要營
商地點。而澳航是
一家總部在澳洲的
航空公司，是否滿
足這些條件，是個

「有趣的問題」。他
未有正面回應國泰
是否會阻止政府向
捷星批出牌照，僅
表示相信政府會以

《基本法》為依歸作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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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大新銀行（2356）
昨公布上半年業績，中期純利增長35.1%至8.13億
元。每股盈利65仙，派中期息9仙。平均股東資金回
報率由9%升至10.9%。期內貸款額增長10%，但貸款
減值撥備同比急增3.65倍至1.38億元，大新銀行董事

總經理王祖興昨表示，撥備上升由於大新中國有個別
貸款違約個案，以及去年同期基數較低所致，現時減
值貸款比率僅0.4%仍屬穩健。預料下半年貸款增長放
緩。

大新金融執行董事王伯凌續指，上半年內地相關貸
款減值撥備佔比近3成，由於宏觀經濟環境仍不明
朗，預期下半年撥備將維持現時水平，不排除需要提
高撥備。王祖興強調，信貸質素應可維持健康水平。
下半年內地經濟增長可望維持7.5%水平，增長仍然強
勁，相信不會硬 陸，預料大新中國在下半年發展平
穩。

料貸款增長放緩

期內客戶貸款及貿易票據總額較去年底增長9.95%
至995.13億元，貸款減值虧損及其他信貸撥備同比急
增3.65倍至1.376億元，減值貸款比率較去年底上升

0.05個百分點至0.4%。王祖興表示，上半年貸款增長
強勁，主要受惠於內地貸款增長18%所致。7月份貸
款已有放緩，料下半年貸款增長減速，但預期全年增
長仍然平穩。

期內淨息差同比擴闊30個基點至1.77厘，帶動淨利
息收入增長31.5%至13.44億元。加上淨服務費及佣金
收入增長41.2%至3.48億元，以及淨買賣收入1.04億
元，導致營運收入總額增長32.4%至18.18億元。

淨息差或難改善

王祖興指，外圍息口維持低企，貸款需求增加，加
上近期業界出現存款競爭，雖競爭不算太激烈，但仍
導致淨息差受壓。該行藉成本管理奏效，成本對收入
比率由60.4%降至50%，故淨息差仍有較大幅擴闊。
預料該行下半年淨息差較難再有大幅改善，期望下半
年可維持現時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大昌
行（1828）截至6月底的中期業績，期
內 純 利 為 4 . 0 1 億 元 ， 同 比 減 少 近
38.3%。倘扣除投資物業及待售物業的
重算收益淨額及其他非經營項目後，
公司經調整後的淨溢利為3.97億元，下
跌26.2%。每股基本盈利為21.91仙，同
比下跌38.5%，派中期息每股8.68仙，
同比下跌26.3%。期內，受集團不再擔
任中國賓利汽車的進口商，以及內地
進口商用車銷售短暫放緩影響，營業
額減少19.9%至189.35億元。而因汽車
銷售的毛利率回升緩慢，經營溢利減
少33.3%至6.37億元。

內地汽車銷售跌10.5%

汽車及汽車相關業務部營業額減少
24.6%至145.78億元。內地分部營業額

減少34.4%至106.25億元，期內售出約
3.68萬輛汽車，銷售量下降10.5%，主
要因集團不再擔任中國賓利汽車進口
商及內地基建發展放緩令進口商用車
銷售暫時倒退所致，商用車銷售量下
降54.8%至約3,500輛。本港及澳門業務
的分部業績，上半年增長23.9%至29.04
億元，集團市佔率達22%，較去年上
升2.6個百分點，主要受惠於港府環保
汽車政策，亦令集團在香港貨車及巴
士市場保持49.1%的市佔率。

食品及消費品業務分部營業額增長
2.1%至43.33億元，本港及澳門食品及
消費品業務分部營業額增長3.2%至
23.52億元，內地市場增長僅2.3%至
16.08億元。當中內地分部經營業績下
跌23.1%至2,000萬元，分部溢利率減少
0.5個百分點至1.2%。

李澤楷ING改名富衛

■史樂山(左二)指，貨運從2011年起連續3年下降。 張偉民 攝

■王祖興(右二)預料大新中國在下半年發展平穩。

陳遠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裕元工業（551）
昨公布截止6月底的中期業績，純利減少28.54%至
1.94億元（美元，下同），每股基本盈利11.79仙，同
比下跌28.55%，派中期息35港仙，與去年持平。期
內，公司營業額約36.9億元，同比微升1.37%，期內
毛利為7.78億元，同比跌8.3%，毛利率為21.1%，按
年跌2.2個百分點。

產能轉移 影響收益

裕元有兩大業務，分別是為國際品牌製造功能鞋
的「核心製造集團」，以及大中華區的零售業務寶
勝。當中製造業務受客戶訂單放緩影響，加上年初
印尼工資大幅上調影響利潤率，仍需要時間才可在
出廠價格反映到投入成本的變化，加上亞洲區內製
造業工資差距，品牌客戶提出更多在中國以外地方
製造產品的要求，令公司各地廠房之間出現顯著的
產能和產能利用率轉移，令核心製造集團的收益增
長被局限，營業額只按年增長1.9%至28.13億元。

零售業務方面，期內營業額為8.86億元，與去年同
期相若，但受中國經濟疲弱影響消費者開支，須提
供折扣優惠以保持銷量。該公司指，管理層將專注
提升效率和生產力，維持店舖網絡規模穩定，留意
成本預算，以及中國當前的通脹壓力。而寶勝服務
國內品牌的OEM業務亦錄得銷售下跌。

裕元中期純利減28.54%

香港文匯報訊 小小超李澤楷的盈科拓展集團旗下保險業務機構富衛公司欣

然公布新公司品牌名稱─ 「富衛」，英文名稱為「FWD」。由即日起，

「ING香港」正式命名為「富衛香港」（FWD Hong Kong）。富衛保險香港及澳

門行政總裁黃大偉表示，富衛FWD這個品牌名稱代表矢志成為一家充滿活力

及創新思維的頂尖保險公司。新名稱簡單易明，並凸顯以客為先的理念，以

及實踐客戶、營銷夥伴及員工三贏的承諾；「富衛」亦寓意「保衛財富」和

「安全」─ 兩者對保險客戶而言至為重要。

富衛的商標設計充分反映公司願景，當中三個正在奔跑的運動員（富衛大

使）以客為尊，代表公司與客戶、營銷團隊及員工攜手建立互信，為客戶提

供合適的產品和服務。為慶祝新品牌誕生，公司於昨晚舉行酒會，保險業監

理專員蔡淑嫻與富衛的業務夥伴、代理人及員工一同參與。同時，富衛於香

港銅鑼灣怡東酒店頂層大型戶外電子廣告牌啟動，為香港增添動感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