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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天虹紡織（2678）昨
公布去年業績，純利按年減少72.8%至3.07億元
（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35分，派末期息8港
仙。純利減少，主因紗線價格下降，公司為谷銷量
犧牲毛利。主席兼行政總裁洪天祝表示，未來會進
軍毛利較高的下游產業，主攻中國以外市場。
內地去年改革棉花政策，加上儲備棉投放價下

調，棉花價格不斷下跌，拖累紗線價格下降。期
內，公司紗線銷量創新高達43.2萬噸，按年增長
52%，收入按年增長27.2%至104.7億元，但毛利

率按年跌6.8個百分點至12.4%，毛利減少18.26%
至12.94億元。

國內外棉花差價今年回歸合理
洪天祝預計，今年棉花與紗線市場價逐漸穩定，

國內外棉花差價回歸合理水平。截至去年底，公司
共有約216萬紗錠，中國及越南分別約117萬及99
萬。由於年內無擴張產能，公司今年產能料與去年
相若，待年底越南生產基地竣工後，明年可增約
17萬紗錠產能。

提及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有
望年底達成，洪天祝直言「十分期待」，視其為
「改革開放」、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後，紡織業第三波機遇。他解釋，TPP的「一條
龍」免稅政策，將為公司在越南帶來穩定訂單，長
遠利好上游紗線業務。
另外，公司於業績公告提到將增加海外銷售，但

聯席行政總裁朱永祥昨日並無透露今年海外銷售佔
比及全年銷售目標，只稱各部分業務將平穩發展，
全年資本開支約6億元。

紗價跌 天虹紡織業績倒退72.8%

■左起：天虹紡織聯席行政總裁朱永祥、主席兼行政總裁洪天祝、
執行董事許子慧。 張易 攝

巨星國際去年多賺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巨星國際（2393）

昨日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純利按年升
55.06%至1.01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5.4
分，派末期息3.4港仙。首席執行官何震發指，預期
上半年可完成一月時公布的目標收購項目。
期內，收益按年升30.51%至15.31億元，主要由

於醫療耗材業務增長強勁所致；毛利2.63億元，按
年升 25.8%。毛利率由 2013 年的 17.8%跌至
17.2%，主要由於毛利率相對較低的醫用膠片業務
於年度成為主要收益來源，產品組合有變所致。

醫療耗材業務佔比料升至65%
巨星去年11月斥資2.45億元收購體外診斷產品經

銷商江蘇歐諾，轉型至醫療耗材業務，分部佔比由
2013年佔約40%升至2014年47.1%，何震發預期今
年佔比將提升至65%。但他強調不會放棄本業彩色
相紙及數碼影像，又冀望兩年內拓展市佔率由現時
的55%增至65%。
何震發指，今年一月公布的目標收購項目已屆最

後盡職審查階段，規模將比收購歐諾更大，待收購
細節訂下後才知道是否需要發債或融資去支付收
購，預期上半年可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中國白銀
（0815）公布去年業績，股東應佔盈利按
年升89%至2.48億元（人民幣，下同），
每股盈利0.27元，派末期息5港仙。期內純
利創新高，收入卻僅微升1%，公司主席及
首席執行官陳萬天昨解釋，主因國際白銀
價格回落拖累銀錠平均售價，抵銷線上業
務帶動的收益增長所致。

線上業務處快速上升期
公司去年1月推出線上銷售平台「金貓銀貓」，
全年錄得2.71億元銷售，佔總收入約17.8%，利潤
率28.3%，高於傳統製造業務。與此同時，銀錠銷
售按年減少25%至7.65億元，主要由於平均售價下
降所致，銀錠總產量保持穩定，約268噸。陳萬天
指線上業務處於快速上升期，未來銷售佔比會超過
線下業務。
被問及內地嚴打網絡售假，陳萬天表示，於「金

貓銀貓」銷售的第三方珠寶品牌，皆須提前入貨到
公司貨倉，再由公司統一發貨。另外，平台與入駐
品牌簽訂授權協議，確保商品貨真價值。他透露，
線上商品均價500至800元，當中以2-3克重的中空
3D金飾最受歡迎。
該股昨升3.86%，收報2.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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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白銀
主席及首席
執行官陳萬
天。

張易 攝

3香港明推「悅換悅新 Flexi Pas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時下智能手機愈出

愈多，港人換手機的頻率愈來愈密，但很多時會受
電話合約的限制，完成兩年合約才換機。和記電訊
（0215） 旗下的3香港，將於明日開始推出名為
「悅換悅新 Flexi Pass」的新服務，現有 iPhone 6
及iPhone 6 Plus用戶每月須多付28元，就可以在第
7個月更換手機及簽新合約，同時用戶舊約將會取
消。

換機可不再受兩年合約影響
換言之，港人換機可不再受兩年約影響，當今年

新一部iPhone推出時就可重新簽約更換，不用無了
期加長合約。和電營運總裁陳婉真表示，一旦蘋果
推出新iPhone後，新服務用戶亦會優先獲通知及登
記預訂。
今次3HK的新服務，用戶只需用滿半年，於第7

個月至第15個月期間，將舊有手機補回差額及重新
簽24個月合約，就可換新iPhone 6或 iPhone 6，以
及其他品牌手機，變相手機更為保值。用戶換機後
轉新合約，換言之至少要向3香港多續6個月約。
陳婉真表示，新服務有望吸引換機客，但強調假

如用家買機上台後將iPhone賣走，就無法使用該服
務。而收回的手機會轉贈予慈善機構或流入二手市
場。被問到有關蘋果的Apple Watch銷售詳情，陳
婉真表示，公司正等待蘋果部署，並會盡力配合。

工銀部分櫃員機暫停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受紅磡掘路工程意外掘斷電訊公司

的光纖網絡線所影響，工銀亞洲昨日部分離行式自
動櫃員機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工銀亞洲指，
客戶需要使用自動櫃員機服務，可往該行各分行內
之自動櫃員機辦理相關業務。

利福核心利潤實跌6.4%
劉鑾鴻：反水貨客損香港「購物天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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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航（0753）昨日公
布，2月份客運運力投入同比上升
12.1%，旅客周轉量同比上升9.1%。
其中，國內運力投入同比上升8.2%，
旅客周轉量同比上升3.9%；國際運力
投入同比上升21.2%，旅客周轉量同
比上升22.1%；地區運力投入同比上
升 14.1%，旅客周轉量同比上升
14%。平均客座率為82.5%，同比下
降 2.3個百分點，其中，國內航線下
降3.5個百分點，國際航線上升 0.6個
百分點，地區航線持平。

貨運運力投入升25%
貨運方面，2月貨郵周轉量、運輸

量同比繼續保持上升，環比則表現下
降。貨運運力投入同比上升25.1%，
貨郵周轉量同比上升34.2%，貨郵運
輸量同比上升12.8%；貨運載運率為
47.9%，同比上升 3.2 個百分點。2
月，不含控股企業，國航航油採購總
量為33.3萬噸，採購均價為4,057元
（人民幣，下同）/噸，同比下降
43.7%。其中，國外航油採購均價為
3,531元/噸，同比下降 42.9%。國內
航班航油採購均價為4,195元/噸，同
比下降43.8%。
2月集團引進三架B737-800飛機，
退出一架A340飛機。截至 2 月底機
隊總數為544架。

九倉三大商場一月生意跌6%

國泰2月載客量按年升1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泰航空（0293）昨日

公布與港龍航空於今年2月份合併結算的客、貨運量。
客運方面，兩航空公司在2月份合共載客267.55萬人
次，較去年同期上升12.4%，乘客運載率上升3個百分
點至 84.9%。以可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上升
7.8%。今年首兩個月的載客量上升7.4%，而運力亦增
加7.5%。
貨運方面，兩航空公司在2月份運載的貨物及郵件合共

13.05 萬公噸，較去年同期增長 28.8%，而運載率為
65.5%，上升6.2個百分點。

貨物及郵件增長28.8%
以可用貨物及郵件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增加25.6%，而
貨物及郵件收入噸千米數的升幅為38.7%。今年首兩個月
的載貨量上升19.6%，運力增加16.0%，而貨物及郵件收
入噸千米數亦上升24.5%。

李寧夥小米手環推智能跑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李寧（2331）昨日宣布與

小米生態鏈企業、小米手環締造者華米科技達成戰略協
議，共同打造新一代智能跑鞋，並探索大數據健康領域，
全新智能跑鞋預計今年第三季度推出。李寧股價昨日收報
3.59元，升約3.5%。
李寧公司表示，選擇與小米手環合作，看中的是華米科

技在智能可穿戴領域的綜合實力，雙方一拍即合，希望能
借此機會為廣大中國跑者提供專業而價格親民的智能跑
鞋。 這是內地體育和智能硬件跨界合作的先例，也宣告
了李寧公司正式進軍智能運動領域。
李寧公司指出，雙方通過一年的努力，將李寧專業運動

實驗室十幾年積累的中國跑者數據和專業測試數據轉化為
一系列獨特算法，由小米手環團隊實現在鞋底的智能芯片
中。智能芯片通過採集跑者運動數據和對跑姿和步態進行
分析，為中國跑者提供專業而量體裁衣的指導。同時，合

作產品還將與小米運動移動端APP相連，對跑者的運動
過程和結果進行運動記錄、步態分析，專業指導和里程換
購。

首批合推兩款定價親民
首批合作推出的兩款跑鞋，一款是已經積累了良好口

碑的李寧頂級跑鞋烈駿的升級智能版，定價不會高於市
場上現行售賣的普通烈駿版本；另一款是李寧全新跑鞋
款式，此款智能跑鞋定價極為親民，創造智能鞋的價格
新低。
華米科技是中國本土大型智能手機廠商小米科技的關聯

企業，聚焦於智能可穿戴產品。小米手環在上市後三個多
月就突破100多萬枚銷量。華米科技亦推出了小米運動
APP及雲服務，已是中國最大的智能手環及互聯網服務企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九倉（0004）於本港三
個旗艦商場海港城、時代廣場及荷里活廣場，去年零
售收入按年增長17%至81億元，但第四季錄得按年跌
幅。九倉執行董事李玉芳昨解釋，主要是「佔中」行
動、內地打貪及亞洲貨幣貶值減弱消費氣氛，上述三
商場今年首月銷售仍較去年同期跌6%，直到2月才好
轉回升，預計全年有單位數增長。

新品牌加入 長遠仍樂觀
受農曆新年消費帶動，九倉三大商場2月銷售按年
增長約3%。不過，整體零售市道放緩，高端珠寶、鐘
錶業疲弱，以及海港城及時代廣場仍有翻新工程，令
今年銷售增幅難及去年。與此同時，時裝、皮具銷售
升幅不俗，隨着新品牌加入，李玉芳對長遠銷售仍然

樂觀。
商場銷售增幅放緩，租金收入卻持續增長。李玉

芳透露，部分時裝品牌租金分成約18%，相對於其
他商場的約30%有吸引力，「要求進駐的牌子很
多」。今年有約1/3商戶要續租，料租金起碼有單
位數增長。

吳天海：收緊自由行打擊市道
5月將出任主席職位的副主席吳天海於記者會多次

慨嘆「生意難做」，又強調自己不是悲觀，而是「小
心」。他相信若政府收緊自由行政策，對本港整體零
售市道有一定打擊，九倉難免受牽連，加上歐洲經濟
疲弱、美國加息等外圍不明朗環境，對今年零售市道
較為保守。

■九龍倉集團副主席吳天海（左），旁為執行董事李玉
芳。 張偉民 攝

期內營業額按年增加0.2%至 59.7億元，撇除於
2013年因出售天津的物業和一個商標的一次性收

益，核心淨利潤下降6.4%至21.44億元，毛利率由
2013年59.8%上升0.2個百分點至60%。集團銷售所得
款項總額為136億元，較2013年跌1.3%，其中香港的
銷售所得款項 99.1 億元，佔整體銷售所得款項的
72.8%。

主打本地客受個人遊影響不大
對於近月本港多地出現反水貨客行動，以及政府有
意收緊一簽多行，劉鑾鴻表示，反水客行動出現的地
方多是鄰近邊境，對集團未有造成影響，但事件會影
響香港「購物天堂」的形象，呼籲各界人士要理性，
亦希望不會再發生同類事件。至於收緊一簽多行，他
認為對自由行相關的行業均有影響，而利福旗下商場
自由行比例不是外界想像般高，主要依然是以本地客
為主，佔60%，而海外客則40%，海外客中有80%是
內地旅客，因此即使收緊一簽多行，對集團影響不
大。並表示，或會改變貨品組合，增加本土消費，不
能單靠自由行客戶。

劉鑾鴻指，去年本地零售市道轉差，整體零售銷售
錄得負增長，而集團仍可維持正增長，今年會做更多
有效推廣，會重點加大推廣開支，目標有單位數同店
銷售增長，但相信增長未及以往般高。他補充，今年
首兩個月同店銷售與去年同期相若。

內地會全力做好滬閘北項目
他說，內地電子商貿影響力大，其中以中低檔產品

影響最大，但他指不希望迎合電商趨勢而做電商，強
調在未想到好的電商計劃之前，集團不會貿然投放資
源在電商項目。現時會做好上海閘北項目，同時留意
其他發展機會，作為上海閘北項目後的另一發展。
至於早前周大福退股一事，財務總監潘福全稱，董

事局的改變暫不方便透露。他又指，營運上的工作一
直由劉鑾鴻負責，因此周大福退股及董事變更未會影
響集團，而新股東卡塔爾投資局未有具體合作方案可
以公布，正研究合作空間，暫時不能透露。

欠租金收入 利福地產轉虧
利福地產（2183）亦於同日公布全年業績，由2013

年錄得5,865.7萬元盈利，變為去年蝕1,387.8萬元，每
股基本虧損3.31仙，不派息。去年該利福地產未錄得
營業額，公司表示，自2013年4月出售天津物業以
後，已停止收取任何租金，因此期內投資物業中並沒
有收到任何租金收入，而其他投資物業仍然空置，而
主要收入來源是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及來自母公司利福
國際的項目管理服務收入，但上述兩項收入址不足以
支付經營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利福國際（1212）昨公布截至去年底的全年業績，錄得純利

21.44億元，按年下跌12.4%；每股基本盈利1.31元，派末期息每股34.3仙。首席執行官劉

鑾鴻稱，旗下商場以本地客為主，即使收緊一簽多行對集團影響也不大。

國美「黑色星期五」購物節報捷
香港文匯報訊 國美電器（0493）昨宣布，集團於3 月

13日至15日於全國國美門店推出「黑色星期五」的消
費狂歡優惠活動，各地門店皆刷新銷售紀錄新高，銷
售總額在3月13日當日突破 20 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西安國美36家門店於13日當日累計銷售
各類家電產品達上萬台，銷售額突破1.8億元，刷新了
西安家電市場的單日最高銷售紀錄。

響應內地「3．15消費者權益日」，國美向消費者作出
了低價、專車送貨服務、100%正品的三大承諾，旨在將
國美主辦的「黑色星期五」活動打造成為中國消費者在
全年中的最大權益的節日。作為國內首個大型線下購物
狂歡節，國美「黑色星期五」的銷售成績也預示着公司
轉型全渠道零售已見成效後，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是次「黑色星期五」狂歡節凸顯國美全渠道零售戰

略的優勢。2015 年初，國美提出將深化落實O2M全
零售戰略，打造家電零售生態圈的發展方向，並在現
有的採購平台、IT平台、物流平台基礎上，强化金融
平台及升級售後平台，進一步完善供應鏈布局，打造
成為覆蓋線下、線上、移動端的全渠道介面平台。

轉型全渠道零售顯優勢
國美憑藉升級後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供應鏈平台，得

以為消費者提供更低價、更優質的商品和服務，並構
建起低價、體驗、服務為核心的零售品牌認知。

■■利福國際首席利福國際首席
執行官劉鑾鴻執行官劉鑾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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