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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酒店基本盈利增 73%
上半年直接比較。他續指，每年9月至12月為傳
統酒店旺季，對下半年入住率感樂觀，惟實際生
意難預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本港高級酒店
業務經營環境穩健。大酒店（0045）昨天公布中
期業績，純利按年跌46%至4.52億元，每股盈利
為 0.3 元；每股派中期息 5 仙，按年增加 25%。
撇除物業重估等因素後，基本盈利按年增加73%
至2.93億元。

內地客減無損客量
港府數據顯示，自由行旅客增長減慢，人均消
費亦減少。但郭敬文稱由於酒店定位較高級，接
待客量不多，內地客減少未必對集團有顯著影
響。近期本港政治環境複雜，希望香港能保持穩
定的營商環境。
本月初集團位於法國的巴黎半島酒店開
業，郭敬文指開業約 3 星期以來已有約 108 間
客房開放，預計到 10 月時 200 間客房可悉數
啟用。問及會否力爭具消費力的內地客時，

派息 5 仙按年增 25%
香港半島酒店上半年平均房租為 5,173 元，按
年同期跌 8%；上半年入住率達 74%，按年增 5
個百分點。集團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郭敬文昨
在記者會上表示，去年酒店正在翻新，部分客房
不可用於出租，以租金較高的高層客房最受影
蘇洪鏘 攝 響，令平均房租錄得下跌，故不能將今年和去年

■郭敬文（左三）對下半年酒店入住率感樂觀。

淘寶自取 運費慳半

集團強調酒店主攻國際市場。現時巴黎市內
五星級酒店每晚房租水平在 1,000 歐元，料酒
店會維持該水平。內地業務方面，公司仍會
主力經營北京及上海，並盼短期內翻新北京
的半島酒店。

香格里拉半年少賺 65%
至於香格里拉（0069）昨日亦公布中期業績，
期內純利錄得約 7,620 萬元（美元，下同），按
年下跌約 64.6%，每股盈利約 2.44 美仙；不過計
入投資物業公平值後，上半年基本盈利為 3,580
萬元，按年升 39%。期間，營業額為 10.12 億
元，按年升約 0.53%，每股派中期息 6 港仙，按
年下跌25%。

周大福料8月銷售回升

通快遞、遞四方速遞等 5 個合作夥伴，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周大福
（1929）主席鄭家純昨日出席股東會後表示，預
期 8 月公司銷售會回復正常。他指近數月來銷售
數字按年大幅下跌，是由於去年同期出現搶金潮
拉高銷售基數，以及傳統上 5 月、6 月為淡季，相
信8月旺季銷售會回升。
他對下半年集團發展感到樂觀，但面對內地自
由行旅客減少，直言會對集團有影響；期望政府
以寬鬆態度對待自由行政策，不希望因為自由行
旅客減少對經濟造成太大影響。 鄭家純認為，政
府的自由行政策以及政改等政治問題，均會對本
港的經濟有影響；有關自由行帶來的民生問題是
處理手法上的問題，可以通過改善旅遊配套設施
解決。

「自提點取貨服務」，運費較直接速遞節省逾

加快擴展網購業務

半。淘寶網香港地區業務主管呂紹勇昨於服務

另外，鄭家純指集團業務主要依賴內地經濟增
長帶動，目前本港銷售亦主要靠內地客支持，且
內地的發展空間比香港大，開店步伐會比香港
快，並主要集中在潛力較大的三四線城市。公司
未來將繼續擴充，年內會在香港及內地開 200 間
分店。他續指，只要達到集團的銷售指標就會繼
續開分店，本港分店的回本期通常為一年，內地
三四線城市則為兩三年，開店擴充不會影響盈
利，更有助攤分固定支出。未來網上購物有很大
發展空間，集團會加快擴展網上購物業務。

逾200「自提點」郵局7仔可取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淘寶網漸成港
人最愛網購平台，不少白領卻苦惱無人在家收
貨。有見及此，阿里巴巴旗下淘寶網香港昨宣
布，聯同香港郵政、7-Eleven、順豐速運、中

啟動禮表示，或將合作擴展至利亞零售
（0831）旗下 Circle K，又強調淘寶網於該服
務無任何提成。

淘寶網去年推出國際轉運服務取得不俗反響，公司
今次聯合更多物流商，將本港「自提點」擴至超
服務包括離島郵局

當中香港郵政「自提點」網絡最廣，覆蓋全港 125 間
郵政局，包括一般須支付偏遠附加運費的離島地區。
7-Eleven「自提點」不涉及離島，但其中20間為24小時
營業。
呂紹勇表示，香港淘寶網用家截至前年底突破140萬，
交易量按年增長50%，過去兩年亦維持高增長，相信「自
提點」可進一步推高交易額及用家人數。他指淘寶網會因
應市場反應增加「自提點」，未來或與Circle K合作。

■呂紹勇（中）強調，淘寶網於該自提服務無任何提成。

張偉民 攝
何費用。
順豐速運早於 2011 年便與 7-Eleven 合作提供取件服
務，7-Eleven 香港及澳門電子商務及服務發展部主管黎
國樑昨表示，港澳地區逾 900 間分店中，原本已有 110
間提供「自提點」服務，不包括今次與淘寶合作新增的
26間。今次公司特別選擇面積較大店舖，並設立儲物櫃
確保貨品安全。

港人網購轉戰家品
呂紹勇指，港人網購習慣近年由服裝、配飾轉向家居
用品。推出「自提點」服務是基於充分數據分析，希望
為工時長、生活節奏快的港人提供彈性收貨方式。他指
母公司阿里巴巴持有48%權益的中國智能骨幹網（又稱
「菜鳥網絡」）會對商品作全程追蹤，但強調無收取任

哈行擬加強農貸資產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哈爾濱銀行
（6138）副董事長兼董事會秘書劉卓昨於中
期業績發布會上表示，該行維持不低於利潤
10%的派息政策，與現時上市銀行的派息水平
相若。實際派息將視乎經營、現金流及資本
等決定。

不良貸款率仍低於同業

■劉卓（左二）指，該行維持不低於利潤10%的派息政策。

期內，利息淨收入 40.99 億元（人民幣，下
同），上升25%；淨利差2.44%，收窄0.06個
百分點；淨利息收益率上升 0.05 個百分點至
2.6%。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8.32 億元，上升
62.4%。減值損失 3.92 億元，增加 41.9%。純
利為19.82億元，按年增長近26%。
行長助理孫嘉巍解釋指，去年內地整體經
陳楚倩 攝 濟表現疲弱，加上黑龍江的天災導致農貸壞

賬增加，故期內不良貸款率按年增加9 個基點
至 0.94%，但相關比例仍低於同行。哈行在未
來將加強小微企業貸款及農貸的資產審查，
有信心下半年整體資產質量能夠維持至平穩
水平。
人行早前宣布定向降準，副行長兼首席財
務官張其廣表示，政策為哈行釋放約 11 億元
資金，帶來 2,000 萬元收入，當中淨利差亦有
所提升。
劉卓表示，對俄金融業務發展具增長潛
力，將成為該行未來的利潤增長動力。上半
年盧布現貨交易量大增 3.39 倍，該行將加強
推動人民幣及盧布直接結算。受烏克蘭地緣
政治影響，中俄兩國關係密切，預料中俄結
算將進一步提升。
該股昨收報2.95元，下跌1.01%。

重行不良貸款比率升至 0.5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重慶
銀行（1963）風險管理部總經理陳瑤昨
在中期業績發布會上表示，不良貸款比
率 雖 較 去 年 底 上 升 0.15 個 百 分 點 至
0.54% ， 但 仍 僅 為 同 業 平 均 水 平 的 一
半。
對於批發及交通行業的不良貸款有較
大升幅，陳瑤指是因去年基數太低，輕
微不良貸款額均對升幅有明顯影響。當

中有兩間公司的不良貸款額較大，但均
屬偶發因素，加上每筆金額均低於 30 萬
元（人民幣，下同），因此不認為不良
貸款有上升趨勢。逾期貸款率與不良貸
款率水平相若，她認為整體仍然良好，
又指上半年並無收回或出售任何不良貸
款。
對於存款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 42 個百
分點，財務部總經理李映軍指，去年下

半年開始應付利率市場化，因為提高存
款期限，以鎖定存款成本。提高中長期
貸款佔比及加大小微企業業務，以保持
淨息差穩定。資產負債管理部總經理楊
昆補充，淨利差及淨息差分別維持於
2.8%及 2.6%，主要是因為業務結構轉
型，提升小微企及零售佔比，以及提高
中長期貸款佔比。他預料下半年淨利差
及淨息差保持平穩 。

龍源風電發電量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龍源電力（0916）昨
日公布，受火電發電量下降影響，截至今年6月底上半
年收入按年下跌6.9%至89.87億元（人民幣，下同）。
股東應佔淨利按年減少 6.8%至 13.65 億元，每股盈利
0.1699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0123 元，不派中期息。
集團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李恩儀昨日於記者會表示，未來
將有兩台100萬千瓦的火電裝置投產，且風電營業額保
持良好增長，預期下半年收入將有所提升。

半年少賺 6.8%至 13.65 億
李恩儀指，受內地「脫硫脫硝」環保指令影響，上
半年部分火電裝置需要停機改造，以致發電量較上年
同期下降，火電營業收入按年減少 20.3%至 29.99 億

元。另一邊廂，風電發電量創歷史新高，他解釋是由
於設備性能提升，有信心可以達到全年 150 萬千瓦的
裝機容量，並正努力邁向全年 180 萬千瓦裝機容量的
目標。
在會上李恩儀又提到，集團將加強海上風電發展，
現時全國裝置容量共46萬千瓦，該集團佔26萬千瓦，
目標於2016年底再增加100萬千瓦裝置容量。
問及上網電價有否下調空間時，李恩儀指集團火電
基地位處江蘇，該處電價已下調 0.011 元。但他認為
風電價格調整空間不大，因內地政策傾向維持新能源
發電的積極性，另外現時風電每度電僅售 0.584 元，
與發達國家 0.7 元至 0.8 元水平相比並不高。未來即使
有機會調整售價，亦會從新裝置着手。

米格國際推新童裝品牌

過 200 個，其中 7-11 便利店佔 26 個，香港郵政佔 125
個，其餘為順豐速運。買家可從中通快遞與香港郵政、
遞四方速遞與7-11便利店，或順豐速運中，選擇心水物
流服務商組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米格國
際（1247）昨公布上市後首份中期業績，
截至今年 6 月底止的半年股東應佔純利錄
得 4,362 萬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升
3.3% 。 當 中 已 扣 除 單 次 上 市 開 支 費 用
1,260 萬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5 分，派中
期息2港仙。

半年多賺 3.3%至 4362 萬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培基表示，
受惠內地放寬一孩政策，初生嬰兒用品需
求大增。公司將在明年春季推出 0 歲至 3
歲童裝用品的新品牌線，新產品的平均單
價維持在 100 元至 500 元，較同行略高。
他透露，現正與兩間國際童裝品牌洽商合
作，成事機會大。
期內，網上銷售比例佔整體銷售額增加
逾四成。丁培基指集團計劃拓展網上平台
業務，現時分銷商在線上取貨享 32.5%折
扣比例，傳統取貨途徑是36%。整體產品
的線上及線下差價不超過10%。此外，公
司計劃減慢開店步伐，集中提升現有店舖
銷售，在下半年開設 4 間至 5 間自營店
舖，每間門店投入80萬至100萬元。

小米電視天貓魔盒涉違規

香港文匯報訊 騰訊科技昨日引述知情人士透
露，廣電總局昨日（20 日）上午約談了內地七大
互聯網電視牌照方，通告此前各牌照方的整改效
果，並透露下一步市場整頓方向。上述人士指總
局重點指出一些互聯網科技公司推出的電視 UI 違
規、違法，包括小米電視和盒子的 MIUI 以及樂
視 TV 的 UI。總局表示，只有牌照方推出的 UI 才
是合規合法的。

未來電視整改不過關

■陳瑤不認
為不良貸款
有上升趨
勢。
張偉民 攝

證監會季度虧損擴至523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日發表季度報告顯示，截至 6
月底止季度收入 2.87 億元，按年下跌 1.33%，按季減少
14%。虧損由去年同期1,859.3萬元擴大至5,230.2萬元。
期內，徵費收入按季減少 17.5%至 2.31 億元，主要受
期內證券市場日均成交額按季減少 17%至 600 億元所拖
累，按年比較下跌 8.3%。季內開支 3.39 億元，較核准預
算及按季比較分別少 17%及 9%，但按年則上升 9%。於
今年 6 月底的累積盈餘錄得 72.65 億元，較 3 月底減少
0.7%。
另外，證監會表示，正與港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及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及相關附屬公司，就滬港通的自動化
交易服務認可申請的規管及運作進行相關工作；亦正審
閱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的相關規則修訂草案。

值得注意的是，廣電總局指違規比較嚴重、整
改不過關的牌照方是未來電視，未來電視在和小
米、樂視的合作上，以及在版權處理上均存在問
題，被總局重點批評。此外亦點名批評華數傳
媒；天貓魔盒的發售存在違規，在服務器內發現
不良內容。
廣電總局內部人士透露，局方還正在醞釀對七
大牌照方中的幾家進行重大人事調整。
在近兩個月，廣電總局於互聯網電視推出一系
列嚴厲監管政策，規定電視盒子產品不得設立視
頻網站專區，在互聯網電視業務中，視頻網站不
得自行設立內容平台，只能向播控平台和內容平
台提供內容。樂視亦被廣電總局暫停了和所有牌
照方的合作。

中興通訊半年多賺2.6倍

香港文匯報訊 中興通訊（0763）昨公布上半
年業績，純利按年增 2.6 倍至 11.28 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基本盈利 0.33 元，不派中期
息。另外，中興通訊剛中標杭州地鐵 4 號線
4GTD-LTE 車地無線通訊項目，預計明年初乘客
可收看到基於4G技術的實時更新媒體廣告、電視
劇、賽事直播等多媒體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