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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 
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
任。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公司負責人黃國平、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朱
勤榮 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陳強華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
確、完整。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14,145,151,291.18 12,415,769,749.07 13.93

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資產 7,192,393,791.89 5,811,179,753.23 23.77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53,704,775.63 12,708,966.61 -1,309.42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280,464,272.21 255,251,600.73 9.88

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利潤 61,940,622.08 52,916,213.79 17.0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

61,853,576.08 52,925,169.45 16.87

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 0.95 1.14 減少16.67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67 0.0570 17.02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0.0667 0.0570 17.02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600.00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或偶發性的稅收返還、減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
補助除外

97,493.34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
資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產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損益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產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產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產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
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
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
產生的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
整對當期損益的影響 　 　

受托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0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524.00 　

所得稅影響額 -29,523.34 　

合計 87,046.00 　

2.2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
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91,004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條
件股份
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 407,011,041 43.82 0 無 　 國家
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32,167,317 3.46 0 無 　 國有法人
Golden China Master Fund 17,078,614 1.84 0 未知 　 境外法人
NORGES BANK 7,029,998 0.76 0 未知 　 境外法人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7,025,875 0.76 0 未知 　 境外法人

SCBHK A/C/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678,643 0.61 0 未知 　 境外法人

富國中證國 2,503,396 0.27 0 未知 　 未知

GIC PRIVATE LIMITED 2,494,020 0.27 0 未知 　 境外法人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2,380,260 0.26 0 未知 　 境外法人

韓朝東 2,282,171 0.25 0 未知 　 境內自然
人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
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 407,011,041 人民幣普
通股 　

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32,167,317 人民幣普
通股 　

Golden China Master Fund 17,078,614 境內上市
外資股 　

NORGES BANK 7,029,998 境內上市
外資股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7,025,875 境內上市

外資股 　

SCBHK A/C/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678,643 境內上市

外資股 　

富國中證國 2,503,396 人民幣普
通股 　

GIC PRIVATE LIMITED 2,494,020 境內上市
外資股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2,380,260 境內上市

外資股 　

韓朝東 2,282,171 境內上市
外資股 　

2.3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
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重要事項
3.1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項目 期末數 期初數 增減額 增減比例%

其他流動資產 300,000,000.00 500,000,000.00 -200,000,000.00 -40.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304,596,080.47 1,545,564,858.37 1,759,031,222.10 113.81 

長期股權投資 2,822,094.21 4,102,217.22 -1,280,123.01  -31.21 

應付票據 -   23,747,648.00 -23,747,648.00 -100.00 

應付利息 25,076,458.01 10,212,355.23 14,864,102.78 145.55 

遞延所得稅負債 743,666,764.77 303,908,959.24 439,757,805.53 144.70 

其他綜合收益 2,227,932,323.42 908,658,906.84 1,319,273,416.58 145.19 

其他流動資產：期末數較期初數減少2億元，減少比例40%，主要原因為保本理財產
品到期收回投資。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期末數較期初數增加17.59億元，增加比例113.81%，主要原因
為公司持有的東方證券股權於2015年3月23日上市，本期末收盤價格扣除限售股非流
動折扣後計算的公允價值較期初仍大幅上升所致。
長期股權投資：期末數較期初數減少128萬元，減少比例31.21%，主要原因為本期收
到投資單位現金分紅。
應付票據：期末數較期初數減少2,374.76萬元，減少比例100%，主要原因為銀行承
兌匯票到期支付。
應付利息：期末數較期初數增加1,486.41萬元，增加比例145.55%，主要原因為計提
的公司債應付利息大幅增加。
遞延所得稅負債：期末數較期初數增加4.4億元，增加比例144.70%，主要原因為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東方證券公允價值大幅上升而相應增加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綜合收益：期末數較期初增加13.19億元，增加比例145.19%，主要原因為本期
末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東方證券公允價值大幅上升而相應的增加。

項目 本期數 上期數 增減額 增減比例%

管理費用 10,253,305.94 15,187,583.09 -4,934,277.15 -32.49 

資產減值損失 -30,055.82 -2,129,561.50 2,099,505.68 不適用 

投資收益 6,390,136.98 -   6,390,136.98 不適用 

營業外支出 -   111,694.53 -111,694.53 -100.00 

所得稅費用 25,756,233.26 20,649,980.38 5,106,252.88 24.73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
後淨額 1,319,273,416.58 -339,378.30   1,319,612,794.88  不適用 

管理費用：本期發生數較上年同期減少493.43萬元，減少比例32.49%，主要原因為
本期訴訟費用大幅減少。
資產減值損失：本期發生數較上年同期增加209.95萬元，主要原因為上年同期收回應
收金台大廈銷售款6,540萬元衝回相應壞賬準備。
投資收益：本期發生數較上年同期增加639萬元，主要原因為本期收到保本理財產品
投資收益。
營業外支出：本期發生數較上年同期減少11.17萬元，減少比例100%，主要原因為本
期未發生營業外支出。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本期發生數較上年同期增加13.19億元，主要原因為可供
出售金融資產-東方證券公允價值大幅上升而相應的增加。

項目 本期數 上期數 增減額 增減比例%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153,704,775.63 12,708,966.61 -166,413,742.24 -1,309.4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205,533,922.95 -75,814,516.42 281,348,439.37 不適用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24,930,570.39 13,399,716.17 11,530,854.22 86.0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本期較上年同期減少1.66億元，主要原因為主營業務
產生的現金流入較上年同期有所減少。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本期較上年同期增加2.8億元，主要原因為本期相關
保本理財產品到期淨收回投資成本2億元。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本期較上年同期增加1,153萬元，主要原因為本期銀
行借款額減少相應減少支付的利息支出。

3.2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 適用 □不適用 
2015年4月17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對上海金橋出口加  

　　　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開發行股票的申請進行了審核。根據會議審核結果，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

　　　 的申請
獲得批准。（詳見公告編號：臨2015-016）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3.4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

　　　 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5本報告期公司主要租賃物業類型出租率及租金範圍 
各類物業平均出租率及按面積加權的平均租金分別為：住宅出租率約93%、租

　　　 金約4元/天/平方米；廠房、倉庫出租率約78%、租金約1.25元/天/平方米；辦公
　　　 樓出租率約94%、租金約　　　　

3.15元/天/平方米；研發樓出租率約74%、租金約3.4元/天/平方米；商業出租率
　　　約94%、租金約3.1元/天/平方米；酒店出租率約86%、租金約5.2元/天/平方米。

公司名稱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黃國平

日期 2015年4月30日

賭收跌濠賭股頹 澳府財政預算或失衡
永利澳門首季少賺59%

馬雲捐124億 成中國首善

中石化首季少賺85%

騰訊獲北京銀行100億意向授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北京報道）北京

銀行與騰訊（0700）昨日在京簽署全面戰略合作
協議，根據協議，北京銀行將向騰訊提供意向性
授信100億元，雙方將圍繞京醫通項目、第三方
支付、集團現金管理、零售金融等領域開展業務
合作。
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表示，北京銀行將積極

貫徹李克強總理提出的「互聯網+」發展戰略，
與騰訊公司在互聯網金融及「智慧城市」建設等
領域開展深入合作，打造「全能智慧銀行」。
騰訊控股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指，

京醫通和微信的合作，是「互聯網+醫療」的一
次重要嘗試，希望未來雙方能夠在醫療以外的其
他民生領域開展合作，通過騰訊在線下積累的成
熟解決方案，給用戶帶來更多便利。

■北京銀行與騰訊29日在京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
記者王曉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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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匯豐銀行昨
公布退休生活調查報告指，本港逾六成退休
人士定期會為親友提供經濟支持，其中22%
的退休人士為成年子女提供財務支援，有9%
正為孫兒提供資助，令其財富提早傳承至下
一代。

近九成港人退休計劃未如願
「提早傳承」現象普遍，而反觀傳統的遺產

繼承模式可能會逐漸消失，調查報告顯示，受
訪者中，僅有14%的本港在職人士有信心可為
子女留下遺產，較全球平均29%為低，是亞洲
受訪地區中最低。而退休人士或因「提早傳
承」財富，因此88%香港退休人士，在退休後
未能實現至少一個退休願望，比例較全球平均
水平73%及亞洲平均水平80%均為高。
報告亦發現，有58%香港在職人士期望退休
後可經常到外地旅行，36%欲學習新技能或興
趣。而希望退休後移居外地的比例是亞洲第二
高，有23%，僅次於新加坡，熱門退休地點則
為台灣、加拿大及澳洲。
調查又指，退休人士向親友提供財務支持，
對其造成一定困擾，有超過一半退休人士擔心
未能為親友提供經濟支持，而有60%的本港退
休人士擔憂自己在財政上須依賴親友。

梁維特近日出席公開活動後接受訪
問時表示，現時以平均每月博彩

收入200億澳門元作為基準修改財政預
算後，預計2015財政年度仍有100多
億澳門元盈餘；按此推算，若平均每
月博彩收入下調到180億澳門元的「紅
線」，平衡預算會出現問題，其他收
入亦會受到影響。政府已有預案，有
關社會福利和剛性支出，如現金分享
和公務員薪酬不會因賭收變化而有所
調整，其他開支的部分則需視乎博彩
收入跌幅而考慮實施緊縮措施，至於
緊縮百分比等具體細節需要按實際環
境而定。

物業EBITDA跌44.7%
永利澳門的業績報告披露，第一季的

淨收益為 7.054 億美元，同比下跌
37.7%。經調整後的物業 EBITDA 為
2.123億美元，下跌44.7%，主要由於貴
賓分部表現疲弱所致。貴賓分部賭枱轉
碼數為171億美元，下跌52.4%。季內，
貴賓廳的賭枱贏額佔轉碼數百分比（扣

除佣金前）為2.8%，與去年同期2.79%
相若。貴賓廳的平均賭枱數目由去年第
一季的279張減少至252張，主要由於部
分娛樂場樓層有翻新工程所致。
中場分部的賭枱贏額期內下跌7%至

2.796億美元。中場的每張賭枱每日贏額
下跌7.5%至14,517美元。中場分部投注
額下跌14.5%至5.919億美元。角子機的
投注額下跌25.7%至10.396億美元，而角
子機贏額則下跌31.2%。每台角子機每日
贏額下跌10.8%至818美元，主要由於角
子機贏額下跌及娛樂場樓層的角子機數目
減少所致。

非博彩收益跌兩成
報告又披露，期內公司的平均每日房

租（ADR）達 331 美元，同比下跌
2.1%。永利澳門的入住率為97.5%，而
去年同期則為98.1%，且每間可供使用
客房的收益（REVPAR）由去年第一季
的 331美元下跌 2.4%至 323 美元。季
內，非博彩收益（計入推廣優惠前）下
跌21.8%至8,840萬美元。

「做公益和慈善，在我看來是人生一
種很大的福報，我們努力的結果，既能
幫助自己，也能幫助別人。」阿里巴巴
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在微博內這樣說。
內地「第12屆中國慈善排行榜」發布典
禮近日在北京舉行，馬雲以124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捐贈額獲新一屆

「中國首善」稱號。
榮獲中國首善的馬雲當天更新了他的微

博，他寫道，「我們今天捐贈的任何一筆
錢，不管多與少，對改變世界甚至別人都
是微不足道的，但幫助別人是改變自己，
讓自己的內心發生變化，更加豐富。」
據介紹，自2008年以後，中國慈善榜

歷屆入圍慈善家捐贈總額一直在100億
元左右徘徊。而本屆僅199位上榜慈善
家就有219.02億元的捐贈總額。在中國
慈善榜發布會上，有關專家對馬雲獲得
「中國首善」稱號作出了這樣的評價：
「十年前，中國每年的慈善捐款不足百
億，而現在馬雲一人的捐助額就達到了

百億級別，他的善舉是劃時代的。」
另外，中國慈善榜還發布了一系列榜

單：中國扶貧基金會以年度6.13億元收
入、老牛基金會以年度1.86億元支出分
別列基金會榜首。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
也登上中國慈善榜十大非公募基金會榜
單。 ■記者 俞晝

香港文匯報訊 眾彩股份（8156）昨宣布，基於現有
資料預計，公司截至今年3月31日止首九個月的公司股
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將較 2014 年同期顯著增加超過
200%。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顯著上升主要由於截至今年3

月31日九個月，來自內地彩票業務的收入大幅上升所致。
加上集團成功與多個中國體育及福利彩票管理中心就提供
彩票營運相關服務簽訂協議，新添省份於期內陸續為本公
司提供盈利貢獻。
眾彩科技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陳霆表示，過去九個月公

司盈利顯著增長符合管理層預期，反映公司積極拓展彩票
營運相關服務的全國性業務策略逐漸見到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今年首季油氣收
入按年跌四成的中海油（0883）宣布，將發行
三批2020年至2045年到期的擔保票據，本金額
總計38億美元，年息率介乎2.625%至4.2%。
其中本金額 15 億美元的票據，年利率為

2.625%，將於2020年5月到期；本金20億美元
的票據，年利率為3.5%，將於2025年 5月到
期；本金3億美元的票據，年利率為4.2%，將
於2045年5月到期。
中海油預計，扣除費用後所得款項淨額約

37.65億美元，款項將用作一般企業用途。有關
票據將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及買賣。

香港文匯報訊 南北車昨日雙雙公布今年首季
度業績。中國南車(1766)第一季度營業收入按年
上升24.9%至233.87億元（人民幣，下同），主
要是動車組業務和新產業業務收入增加所致。盈
利則按年增長26.9%至9.71億元，每股收益0.07
元。
中國北車(6199)首季度營業收入按年上升

18.67%至174.3億元，盈利則按年增長14.98%至
10.07億元，每股收益0.08元。
另外，據路透社援引兩位知情人士報道，中國
北車、中國南車與龐巴迪股份正就購買龐巴迪鐵
路業務的控股權展開商談，惟只有在南北車完成
合併計劃後，討論才會向前展開。龐巴迪發言人
Isabelle Rondeau拒絕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 中石化(0386)昨日公布，首季營業收
入為 4,782.41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下跌
25.4%，盈利則按年下跌84.6%至21. 72億元，每股收
益0.018元。
一季度，公司實現油氣產量117.8百萬桶油當量，同
比下降1%，其中原油產量同比下降2%，天然氣產量同
比增長2.1%。受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低位影響，勘探及
開發板塊經營虧損12.3億元。 煉油業務方面，一季
度，原油加工量同比增長2.4%，成品油產量同比增長
5.0%，其中汽油增長11%，航煤增長19.8%，柴油降低
2.9%。受消化高成本庫存影響，煉油板塊經營虧損

33.6億元。

中海油服首季少賺三成
中海油服(2883)昨日公布一季度業績，受油公司勘探

開發投資力度減少影響，集團營業收入62.98億元，同
比下降 6.7%。淨利潤 9.83 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0.6%。基本每股盈利0.2元，同比減少33.3%。
受全球油田服務行業景氣度下滑影響，預計公司二季度

大型裝備使用率進一步下降、經營壓力進一步加大。受服
務價格下降和工作量下降的雙重因素影響，公司2015年
上半年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將有大幅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通達集團(0698)昨宣布，
將向許慧敏收購鴻盛投資全部權益，代價2.75億元，其中
3,035.7萬元以現金支付，餘下2.45億元將以發行1.9億股
代價股份支付，佔擴大後股本3.36%，有一年禁售期，發
行價為每股1.288元，較昨日收市價1.36元折讓5.29%。
目標公司持有中國集團(即通達(廈門)及通達電子)的25%
股權，中國集團從事製造及銷售注塑及印刷手機零部件業
務。中國集團其餘75%股權由通達集團實益擁有。緊隨完
成交易後，目標公司及中國集團將成為通達集團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
通達集團指，除手機分部外，目標公司積極進軍全球家

庭耐用品行業及運動裝備，以生產塑膠產品。考慮到中國
集團擁有行業經驗，客戶組合豐富，且專門提供精密塑膠
產品解決方案，董事認為中國集團的前景可觀。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信貸
（1273）昨宣布截至3月31
日止年度未經審核綜合管理
賬目之初步評估，預期年度
錄得股東應佔溢利將較去年
同期至少增長20%。有關增
長主要歸因於年內香港物業
按揭貸款之利息收入增加。
香港信貸主席陳光賢表

示，隨着金管局進一步收緊
樓宇按揭，集團作為銀行以
外的樓按最佳選擇的地位將

更為突出。集團的專業團隊將繼續積極研發新產品、
豐富集團的按揭貸款組合，以迎合不同客戶的需要及
市場日益增加之需求。而集團將繼續秉持審慎穩健的
貸款方針，深入市場；同時透過有效的宣傳策略，鞏
固公司的專業形象及拓展客戶基礎。香港信貸預期6
月底前公布截至3月31日止年度業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澳門博彩收入持續下跌，永利澳門

（1128）今年首季錄得股東應佔純利僅1.12億美元（約8.73億港

元），同比下跌59.33%。濠賭股業績繼續尋底，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

梁維特本周表示，若平均每月賭收下調到180億澳門元的「紅線」，

平衡預算會出現問題，政府已有預案縮減開支，概念上全面要求凍結

所有部門的某個百分比預算開支。

眾彩料首三財季多賺兩倍

通達擬2.7億全控廈門附屬南北車首季盈利均雙位數增

中海油發行38億美元票據

樓市好 香港信貸料多賺20%

■香港信貸發盈喜料全
年純利增長至少20%。

■■永利澳門今年首季錄得股東應佔純利僅永利澳門今年首季錄得股東應佔純利僅
11..1212億美元億美元，，同比下跌同比下跌5959..3333%%。。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