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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壽（2628）公布2013年中期
業績，歸屬於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161.98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68.1%，每股盈利0.57元，不派
中期息。上半年收入合計2,475.48億元，同比增長
18.7%。

國壽凈利勝預期

國壽上半年凈利高於市場預期，主要受投資收益
增加帶動。上半年滬綜指累計跌逾12%，但國壽期

內的投資收益達494億元，按年增長25%。公司投資
資產較去年年底增長3.6%，至18,555.19億元，上半
年淨投資收益率為4.42%，總投資收益率為4.96%，
包含聯營企業投資收益在內的總投資收益率為
5.05%，考慮當期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可供出售證券
公允價值變動淨額後綜合投資收益率為4.27%。路透
引述建銀國際分析師Kenneth Yue稱，估計保險公司
於6月股市逆轉之前出售部分股票以鎖定利潤，因而
對上半年業績帶來支撐。

新業務價值升0.8%

反映新造保單獲利能力的新業務價值同比增長
0.8%，至125.89億元，略低於市場預期1%至2%的範
圍；而反映保險公司企業估值指標的內涵價值，6月
末為3,633.59億元，較去年末增長7.6%，符合市場預
期。

國壽期內已賺保費收入2,008.44億元，同比上升
8.7%，退保率為2.05%，同比升0.67個百分點。公司

市場份額約32.5%。截至2013年6月30日，償付能力
充足率為237.90%，與去年末的235.58%基本持平。
公司總資產19,840.35億元，較2012年底增長4.5%。

國壽董事長楊明生表示，上半年全球經濟復甦艱
難，國內經濟發展面臨多年未有的錯綜複雜局面，
壽險行業正經歷困難時期。公司緊盯壽險市場走
勢，保費收入取得較好增長。當前國內外環境仍複
雜，但中國經濟總體平穩發展的態勢沒有變，壽險
業發展潛力巨大的格局沒有變。

投資收益增 國壽半年盈利增6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羅洪嘯）農業銀行（1288）昨公布今

年二季度及上半年業績，次季純利同比增長22%至453.73億元（人民

幣，下同），優於市場預期；累計中期純利923.84億元，增長14.7%。

每股盈利28分，不派中期息。受人行前年加息後利率重新定價影響，

該行淨利息收益率及淨利差再度收窄，副行長樓文龍昨表示，利率重

新定價影響息差水平，下半年不確定因素眾多，穩定息差仍有壓力。

現代牧業：暫未計劃併購重組 信行或上調存貸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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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加強與大馬合作

青蛙王子半年少賺2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金管局昨與馬
來西亞央行在吉隆坡舉行雙邊會議，雙方同意加
強合作，範疇包括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和伊斯蘭
金融國際化。在人民幣業務合作方面，將會展開
由私營機構主導的交流安排，就推動人民幣業務
發展進行討論，首次會議將在今年稍後在吉隆坡
舉行。在伊斯蘭金融合作方面，雙方將成立由私
營機構主導的合作小組，以促進伊斯蘭金融在港
發展，合作小組首次會議將於今年稍後在港舉
行。匯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認為，兩者合作關係
越趨緊密，將可為兩地業界、投資者及銀行客戶
帶來更多機遇。

新秀麗半年純利升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新秀麗（1910）

公布截至6月底半年純利升3.4%至8,509萬美元，
每股盈利0.06美元，不派中期息。銷售額升16.2%
至9.84億美元，毛利升14.8%至5.23億美元，毛利
率微降0.6個百分點至53.2%，因毛利率較低的
American Tourister產品銷售增長25%至2.06億美
元，佔銷售淨額比例增加1.5個百分點至20.9%。

期內銷售成本升17.8%至4.6億美元，佔銷售淨
額比例增加0.6個百分點至達46.8%，因毛利率較
低的北美洲佔綜合銷售淨額的份額由去年同期的
28.2%增加至今年上半年的31.6%所致。亞洲區佔
銷售淨額約37.6%、歐洲則佔24.1%及拉丁美洲佔
6.2%，而中國增長放緩，只佔集團上半年全球銷
售的9.5%。

日印市場擬再提價

而受地緣政治及外圍經濟不明朗影響，集團於
日本與印度已分別加價10%與8%，但因日圓及印
度盧比近日大幅波動，令兩地產品銷售毛利再受
到影響，集團亞太及中東地區總裁Ramesh
Tainwala預期，10月份日本部分將再提價10%，
而印度則提價7%。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Timothy Parker表示，正主
動在美國、歐洲和亞洲尋求合適的收購機會，目
標將是生產營銷手袋、背包及手機套等多元化產
品的企業，而休閒戶外產品亦是收購重點。

富豪簽陝西新酒店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富豪酒店（0078）

昨表示，集團剛與鴻基世業簽訂一份位於陝西省
渭南市的新酒店管理項目之合作意向書。酒店預
計2016年開業，備有260間寬敞的客房和套房，亦
擁有一個1,000平方米之宴會廳和數個多用途會議
室。集團執行董事兼首席營運官楊碧瑤表示，連
同之前簽訂擁有300房間之西安機場富豪酒店，
集團將為陝西省供應共560間酒店房間。

國泰訂國貨航框架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泰航空（0293）

昨日公告宣布，與中國國航（0753）訂立國貨航
框架協議，就有關國貨航認購波音貨機須予支付
的若干款項的融資提供擔保設定一個框架，根據
擔保就波音貨機接收前及接收時所付款項的融資
所擔保的總金額，將分別不超逾4.07億美元（或
其人民幣等值）及14.5億美元（或其人民幣等
值）。公告又披露，該協議涉及有關購買8架波音
777-200F型貨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糧
油（0606）昨公布截止6月底中期業
績，全年純利錄得6.597億元，較上年增
長31.5%；每股基本盈利12.57仙，派發
中期息每股3.1仙。期內的資本開支按年
下降47%至12.27億元。中國糧油執董兼
董事總經理呂軍表示，公司投資高峰期
已過，未來會把資金轉為投放在內部營
運，計劃改變加工業務等下游產業鏈，
以完善上、下游發展；同時留意併購項
目，計劃在廣東新建廠房以應付珠江三
角洲龐大的需求。

在油籽粕銷量下降及植物油價格下跌
的影響下，佔公司總收入58%的油籽加
工業務收入在期內下降了10%。呂軍續
指，由於美國大旱導致大豆減產，而南
美大豆供應量亦有下降而致上半年大豆
價格不穩。但南美在今年大豆豐產
25%，按年增加近3,000萬噸，現時價格
已回落至正常水平。

期內毛利額增至27.833億元，整體毛
利率上升至6.9%。由於期內人民幣升值
產生外幣負債匯兌收益大幅增加，其他
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74.1%，合共為
9.320億元。期內淨負債比率由84.2%降
至71.2%。

淨利差再收窄 穩定息差有壓力

農行中期多賺14.7%勝預期

上半年農行淨利息收益率較去年底
收窄7個基點至2.74厘，淨利差亦

收窄9個基點至2.58厘。樓文龍指，淨利
息收益率較首季收窄4個基點，料下半
年的不確定因素多，加上匯改及利率市
場化推進，將對息差水平造成很大影
響，該行將透過加大活期及個人存款的
投放力度，以期保持息差水平。期內淨
利息收入增加7.25%至1,800億元；手續
費及佣金淨收入增22.3%至475.97億元。

料下半年壞賬續平穩

不良貸款率較去年底下降0.08個百分
點至1.25%；不良貸款餘額則增加8.49億
元至866.97億元。行長張雲表示，在貸
款增長下，不良貸款餘額相應增長是常
態。撥備覆蓋率較去年底上升18.4個百
分點至344.54%。

風險管理總監宋先平預期，下半年壞
賬保持平穩，不良貸款率可望繼續下

降，而不良貸款餘額則維持穩定。上半
年不良貸款餘額反彈，主要集中在製造
業及零售批發業，其中製造業的不良貸
款率較去年底上升0.29個百分點至
2.68%。在浙江的不良貸款率下降0.13個
百分點至1.47%，並認為長三角地區風
險在於鋼貿及造船等行業，農業的風險
敞口小，該區情況不對該行資產質量構
成威脅。

資本充足率跌至11.81%

期內資本充足率較去年底下跌0.8個百
分點至11.81%；一級資本充足率及核心
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11%。成本收入同
比跌1.73個百分點至31.99%；年化平均
總資產回報率增加0.04個百分點至
1.35%。

至於內地規範表外理財產品比重，農
行公布截至6月底，表外核算理財產品
規模3,046億元，副行長郭浩達表示，在

全面核算後該行的表外理財產品規模完
全符合監管要求，6月底理財產品金額
為7,178億元，當中58%為保本產品，而
非標準產品佔32%，符合不多於35%之
監管要求。

對於內地6月份的「錢荒」問題，張
雲指，該行一直重視發展同業拆借業

務，過去5年均是內地最大融資借出
商。上半年同業業務規模1.54萬億元，
較年初增18.4%，同比增4.4%。該行在6
月拆出資金9,400億元，拆入近1,000億
元，對銀行流動性起穩定作用。目前流
動性指標平穩，流動性比率43.17%，貸
存比率約60%，均符合監管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新西蘭
天然發生奶源污染事件，引起廣泛關注。
現代牧業（1117）總裁高麗娜昨表示，內
地政府會因此限制新西蘭乳製品，對歐美
其他地方的乳業反而有好處。她強調，該
事件對集團業務並無影響，不過集團亦會
關注產品品質。

無蒙牛增持股份消息

高麗娜昨日於業績會上表示，現時內地
仍存在小量不規範奶源，屬於行業的安全
隱患，未來中央推出更嚴格的標準，例如
要求乳品企業保證奶源品質，有助提高國
產乳品質量。她又稱，若內地乳業重組對
集團是好消息，顯示中央致力保障國產乳
品的質量，並引導消費者理性選擇乳品，
提高安全意識。但集團目前暫時未有併購

重組計劃，亦未接獲大股東蒙牛（2319）
會繼續增持公司股份的消息。

現代牧業（1117）本周二公布截至2013
年6月30日止全年度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
利3.24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跌
18.73%。每股基本盈利6.74分。不派息。期
內錄得平均每頭奶牛年產奶量8.23噸，較去
年增加1.7%。於2013年6月30日，現有畜群
規模為177,921頭，而2012年6月30日為
159,347頭。

財務總監孫玉剛表示，盈利下跌與非現金
收益有關，主要是乳牛公平價值下跌，拖累
盈利表現，但全年核心盈利仍有增長。他又
稱，上個財政年度融資成本急升超過1倍至
1.54億元，預料未來融資只會略為增加，主
要用於飼養牛隻，又指現時投資期已達到後
期，相信未來投資額將會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信行（0998）上半年純利增長5.3%
至203.91億元（人民幣，下同），行
長朱小黃在電話會議上表示，對上
半年存款較去年底增加9.7%感滿
意，隨利率市場化發展，該行積極
吸納存款，並擬上調存貸利率以推
動增長，預計下半年存款增長趨勢
良好。

朱小黃指，在內地地方政府的新
融資安排下，料其將避開高風險的
地方融資平台，將流動性資產進行
配置信貸安排。副行長蘇國新表
示，期內地方融資平台餘額較年初
減少139億元至1,555億元，不良貸
款率僅0.05%。此外，內地規範銀
行的表外理財產品比重，信行期內

理財產品規模為6,926億元，非標準
化理財產品規模為2,021億元，超標
部分錄得837億元，該行料涉及資
產即將到期，相信年內可達至監管
要求。

擬發二級資本工具

信行又宣布，董事會同意計劃在
2015年年底前，發行不多於370億
元合格二級資本工具，期限不少於
5年。所得資金將用以補充二級資
本及提高總資本充足率，並用作提
高抗風險能力，支援業務發展。截
至6月底，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
率為8.92%，較年初跌0.37個百分
點；資本充足率11.47%，跌0.95個
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國通信服務（0552）
昨公布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中期業績，錄得股東應佔
利潤12.42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升1.7%，每股
盈利17.9分，不派中期息。董事長李平表示，市場預
期內地將在下半年發出TD-LTE，這對公司下半年發展
非常重要，並提供商業機遇，公司已與內地電訊商洽
談4G的設備合約事宜。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電信基建服務收入實現平穩增
長，經營收入達153.39億元，同比增長9.7%，佔經營

收入的47.4%。雖然內地電信行業的總體資本開支受
4G牌照未發放等行業因素影響同比有所下降，但來自
內地電信運營商客戶的收入仍保持同比增長8.3%。此
外集團在海外總承包項目的拓展上取得成效，來自海
外市場的收入同比高速增長58.9%。

電信收入增速回落

報告又披露，業務流程外判服務的經營收入為140.35
億元，同比增長8.9%，佔經營收入的43.4%。來自電信

服務與產品分銷的收入增速較去年同期回落，至
10.4%；來自網絡維護服務收入的增速亦放緩至4.2%。
應用、內容及其他服務的經營收入為29.87億元，同比
增長12.4%，佔經營收入的9.2%。

料下半年資金回籠

有分析質疑公司的現金流狀況，本港媒體引述李平
對此回應稱，上半年公司自由現金流負數進一步擴
大，是由於期內營運商的應收賬期拉長所致，預期下
半年會有較多資金回籠，相信公司足以應付下半年開
支。據業績報告披露，截至2013年6月30日，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為68.60億元。

中通信賺12.42億不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青蛙王子（1259）
今年上半年股東應佔盈利較去年同期減少28.8%，其
中一個原因是期內廣告投放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1.38
倍至1.13億元（人民幣，下同），該公司執行董事兼
首席財務官洪芳表示，預計下半年公司的廣告投放會
較上半年少。

下半年廣告支出減

洪芳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由於青蛙王子投資拍攝
的《青蛙王子》動畫片第三部，將於今年第四季度在
全國各地電視台播出，該公司加大了上半年廣告投放
支出，令上半年廣告支出大增。不過，隨 《青蛙王
子》動畫片第三部播出，會置換更多廣告（即公司為
電視台免費提供動畫片的播放權，以換取在電視台的
廣告播放時段），下半年廣告支出會減少。不過，她
沒有透露下半年廣告支出會減少多少。

洪芳續稱，過去幾年，青蛙王子的廣告投放佔公司
營業額的比重呈逐年增加趨勢，去年的比重為16%，
今年上半年為18%。她表示，未來有關比重將介乎
15%至20%。

審慎拓展網上銷售

去年7月開始，青蛙王子開始拓展電子商務的網上
銷售，截至今年6月底，已經在天貓、京東商城、當
當網、亞馬遜和1號店等網站發展分銷商合共271家。
青蛙王子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李振輝表示，目前其網上
銷售的金額很少，對未來拓展有關渠道持審慎態度，
因擔心會影響實體店的銷售。另外，其網上銷售產品
的售價與實體店是一樣的。

青蛙王子今年上半年錄得股東應佔盈利7,280萬
元，同比下跌28.8%；每股盈利0.072元，而去年同期
則為0.101元，不派中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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