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地價成隱憂

交易提供萬科補充土地儲備的

機會；隱憂是深圳當前地價是

歷史新高，定價是交易的致命

傷。折讓過高，交易將不能通

過國資委審批；反之則不能提

升萬科的資產價值。

資產淨值料升

維持萬科「跑贏大市」評級，

目標價25.4元不變。考慮到擬

注入的資產位於深圳，以及原

始土地成本低，預計交易很可

能提升萬科資產淨值，雙方未

來的合作亦有利萬科。

股價反應正面

相信萬科股價未來15日，相對

會跑贏同業，因為萬科去年業

績穩定，以及引入深圳地鐵為

股東。預期股價會作出正面反

應，估計發生機會率達70%至

8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

鏘、李昌鴻）面對寶能系敵意收

購，內房企龍頭萬科（2202）前

晚宣佈引入深圳地鐵注資應對。

及至昨天在深港兩地的業績會

上，管理層仍未有正面回應「萬

寶之爭」。不過原定昨天早上舉

行的萬科深鐵媒體記者會卻臨時

取消，令市場猜度雙方合作存在

暗湧。引入大股東的消息令萬科

股價急飆一成，昨日收報20.15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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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記者會取消 傳合作有暗湧

引深地鐵入股刺激
萬科股價狂飆一成

大行評萬科購深地鐵資產

昨天在深圳的業績記者會上，有記者
質疑萬科未認真對待寶能甚至與其

合作，集團總裁郁亮以吃飯和睡覺的日常
行為來比喻，認為「那是自己的決定，該
幹什麼就幹什麼」，未有正面回應「萬寶
之爭」話題。又指萬科是混合所有制，是
從以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後形成的，未來公
司將進一步推進混合制業務發展。

「未有具體合作細節」
原定昨天早上與深鐵一起舉辦的記者
會卻臨時取消，一度有消息傳出，萬科與
深鐵在合作的細節上存在爭議。集團董事
會秘書譚華傑昨天解畫，因為雙方在溝通
方面未有事先準備好，故臨時取消記者
會，強調消息並不準確，並對此表示歉

意。
下午時郁亮在香港補充，目前與深鐵

簽署的是一份備忘錄，主要是表達合作意
向，惟未有具體的方式，細節仍在溝通
中，仍待董事會及股東通過入股方案，並
強調會盡力維持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集團訂於本周四（17日）召開今年首

次臨時股東大會，郁亮指，屆時股東將表
決是否接受重組方案，將決定是否繼續停
牌，相信當日H股股價表現已表示出股
東意向。

深樓市措施備受關注
事實上，去年一線城市樓價繼續熾

熱，據今年2月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去年深圳樓價升幅達52.7%；深圳當局

會否像其他地方一樣推出樓市調控措
施，備受市場關注。在樓市熾熱之背景
下，今次萬科仍吸納400億元至600億元
規模的項目，相信是股東在本周四接受
重組方案與否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資料顯示，深圳地鐵地產擁有地鐵上

蓋物業開發項目15個，總樓面逾600萬
平米。項目主要位於福田、南山、前
海、寶安、龍崗等區域的地鐵沿線。目
前，深圳地鐵還有深大站、深圳北站、
蛇口西、塘朗以及橫崗車輛段等獲得的
地鐵上蓋物業開發權，其中商業開發面
積達到138萬平米，保障性住房達到125
萬平米。撇除保障房面積，深圳地鐵旗
下地產物業市場估值接近 500 億元規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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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信股
份（0267）昨日公告，公司及中信泰富、
中信有限，與中國海外（0688）訂立協
議，向其出售旗下房地產項目，分佈於內
地25個城市，土地儲備總面積約2,400萬
平米，總造價310億元人民幣，預計將錄
得90億港元至110億港元淨收益。
中海外亦於新聞稿披露，是次交易的
項目主要位於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及
其他地區，大部分項目位於一二線城市。
初始代價為31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370

億港元），根據對中信股份的有關估價，
其最終代價將不超過初始代價的105%且
不少於初始代價的95%作調整。

中信成中海外次大股東
另外，中海外將向中信賣方以每股

27.13港元發行10.96億股，佔公司現有發
行股本的11.11%，並佔擴大股本後的
10%。同時，中海外將旗下的物業組合轉
讓給中信賣方，作為本次交易對價的一部
分。本次交易完成後，中信股份將成為中

海外第二大股東。
中信股份董事長常振明昨日於北京出

席兩會時表示，向中海外出售內房資產，
並非看淡房地產行業前景，而是發展不好
的業務要與最好夥伴合作，強調集團的戰
略是透過重組業務與最好企業共同發展。
他又稱，中信股份今次出售住宅項目並無
套現，而是換取了中海外股權，不評論未
來會否增持中海外股權。
中信股份昨收跌2.6%，報12港元。中

海外收升1.75%，報26.2港元。

中信370億地產項目注中海外

內房超級國企
中海外＋中信

2016年3月14日，中信向中海

外出售其房地產項目，分佈於

內地25個城市，土地儲備總面

積約2,400萬平方米，總造價

310億元人民幣，預計將錄得

90 億港元至 110 億港元淨收

益。

中海外向中信發行 10.96 億

股，同時將旗下的物業組合轉

讓給中信。交易完成後，中信

將成為中海外第二大股東。

製表：記者 涂若奔

招商地產＋招商局蛇口

2015年9月23日，招商局集團完

成了旗下地產資源招商地產和招

商局蛇口的整合。招商局蛇口在

原招商地產的基礎上，增加150

億元人民幣的配套融資，以及原

招商局蛇口的土地儲備、房產項

目等優質資源。招商地產則終止

上市並註銷法人資格。合併後再

上市的招商局蛇口的市值遠超萬

科與綠地，成為A股第一大市值

內房企。

中房＋綠城

2016年2月22日，中交集團旗下中

房地產股份宣佈停牌，公司擬收購中

交建集團旗下優質地產項目，該事項

可能涉及重大資產重組。內媒報道，

重組方案將先整合中交地產、中房集

團和聯合置業，調整A股上市平台；

再將中交投資旗下地產項目和中交子

公司地產項目整合到中交地產內。完

成上述步驟後，在H股利用綠城平

台，改為中交綠城，達至中交地產

A＋H股的同時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國心連
心化肥（1866）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劉興旭昨
於業績記者會表示，相信行業今年的供求基
本平衡，預計今年將會有400萬噸產能退出
市場，整體產能和需求約6,000萬噸至6,700
噸。他估計行業的走勢會出現先抑後揚，下
半年市場會逐步上揚。

今年資本開支料減少
集團產能方面，新疆項目預計在年內完

工，投產後可增加40萬噸至50萬噸產能；
河南項目部分生產設施已完工，估計投產後
可增加複合肥產能。劉興旭指，隨着項目建
成，公司今年的資本開支會減少，估計不多
於10億元人民幣。

淘寶銷售或幾何增長
劉興旭表示，去年產品整體毛利率增加5

個百分點至約23%，主要是由尿素和複合肥
銷售增加所帶動，去年共佔銷售24%，貢獻
34%利潤。他希望今年將兩者總銷售量提高
至40%，冀貢獻50%利潤；明年進一步增加
至70%至80%，利潤佔比達90%。

集團去年起入駐農村淘寶，劉興旭表示，
目前有物流配合問題，不過相信隨着銷售量
增加，物流可改善。現時在淘寶的銷量有1
萬噸，今年或會出現幾何增長，有望增加至
4萬噸至5萬噸。另外，公司佈局已經由中原
地區，進一步擴展至寧夏、甘肅、新疆及哈
薩克斯坦，相信有關的進駐有助集團收益。
該公司去年全年淨利潤約4.08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加約72.2%；每股基本
盈利 34.76 分；銷售收入增加 13.9%至約
57.88億元；末期息8.3分。

■劉興旭（左）預料行業今年的供求基本平
衡。 吳婉玲 攝

心連心料化肥業先抑後揚

香港文匯報訊 南華早報（0583）昨天舉
行特別股東大會，就出售旗下媒體業務予阿
里巴巴集團進行表決。公司昨日公佈，約
99.999%股東贊成以20.61億元出售旗下媒體
業務予阿里巴巴附屬公司，以及派發特別息
和更改公司名稱的決議案，預期出售事項將
於4月5日完成，而非早前預期的4月1日，
但派發特別息的日期則不受影響。
昨日在股東大會後，小股東黃先生稱對

南早出售業務後派發每股1.6元特別息感到

滿意，對出售方案投贊成票。他又指公司
已停牌約3年，派特別息可以補償股東，
且個人較看好集團的地產業務，而非媒體
業務。
持有該公司股份多年的另一小股東雷先生

稱，復牌後亦不會放售股票。
另外，南華早報昨日傍晚公佈截至去年底

止全年度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利3.16億
元，同比升130.7%。每股基本盈利20.26
仙，派末期息每股1.5仙。

南早售《南早》派1.6元特息

■小股東雷先生 張偉民 攝■小股東黃先生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碧生源
（0926）昨公佈2015年全年度業績，純利增
長約105%至9,229萬元（人民幣，下同），
每股盈利6.02分。全年收益錄得6.63億元，
按年增加 17.5%；毛利 5.94 億元，上升
25%；每股盈利6.02分，派末期息5港仙。
公司另在上月宣佈派特別息5港仙。2014年
則派未期息2港仙。碧生源昨收升5.62%，
報0.94港元。

連特別息派10港仙
首席執行官趙一弘昨在記者會上表示，內

地經濟放緩，整體零售市道疲弱多時，公司
於去年已調整主打產品「兩茶」的價格，今
年將維持現有售價。

電商方面，公司在去年下半年開始，由主
打的「B2C」轉為「B2B」銷售平台，現時
未有明確目標，初步希望再增加電商銷售佔
比。去年相關銷售額佔整體逾一成，金額較
前年倍增。
首席財務官王娟表示，對今年公司整體銷

售感到樂觀，公司產品未有因為市道疲弱而
減少銷情，今年將推出新產品推出，有望刺
激整體銷情。併購方面，現時未有明確目
標。公司表示，面對今年外在環境的機遇與
挑戰，公司將落實高效營運六個事業主軸，
並尋求新增長點：包括為常潤茶增加新的消
費者鞏固原有消費群體，並計劃通過與連鎖
的深度合作增加十個千萬級銷售額的連鎖客
戶。

碧生源全年多賺一倍

「深圳樓價上落皆擔心」

■郁亮指，引入戰略合作夥伴要符合股
東利益和長遠發展。 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李昌
鴻）萬科（2202）公佈去年公司營業額
按年增長 34%，惟純利按年只上升
15%。集團董事會秘書譚華傑解釋，增
長差距反映公司有更多的合營項目，而
合營項目愈多反映愈多其他發展商希望
使用公司品牌服務，這些合營項目投資
額較低，投資回報率相對高，故發展合
營項目是公司堅定的發展方向。

看好鐵路發展前景
問到對深圳樓市看法，集團總裁郁亮笑

言「無論樓價上落也會擔心」，但長期仍
看好深圳發展，深圳科創發展良好，發展
水平比北京、上海、廣州要好，是全國最
有活力城市之一；鐵路發展有良好發展前
景，故看好上蓋物業發展。據集團以往經
驗，上蓋項目銷售較穩定，屬剛性需求主
導，一般可賺多些，惟施工難度較大，因
為要配合地鐵公司工程。業績會上集團又
提到，公司董事通過同意增發10%股權，
啟動萬科物業合夥人機制，推動萬科物業
的市場化擴張和跨越式發展，年內管理面
積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