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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得益於低油價，航空
公司業績大升；人民幣大幅貶值，令
航空公司遭受巨額匯兌損失。國航、
南航、東航三大航空公司昨日公佈的
2015 年全年業績顯示，三間公司去年
因人民幣貶值錄得匯兌損失總額達到

人民幣貶值 三大航企重傷

158.39 億元（人民幣，下同）。

根據中國國航（0753）在上交所發佈
的 2015 財年業績報告，國航受人民

幣匯率波動影響匯兌淨損失 51.56 億元，較
2014 年增加 47.96 億元。國航在財報中提
及，去年針對美元匯率走高，公司及時縮
減美元貸款規模，並適度增加經營租賃飛
機的比重，降低匯率風險和匯兌損失，公
司成本優勢繼續保持。

國航增經營租賃飛機比重
國航去年全年淨利潤 70.6 億元，較上年
同期的 38.5 億元增加 83.38%；基本每股收
益 0.55 元，公司建議每 10 股現金分紅為
1.07元。
南方航空（1055）去年全年淨利為 37.4
億元，同比大增 110.1%。不過，南航 2015

年度產生匯兌損失 57.02 億元，為三大航中
最高，數字比公司全年盈利還要多；2014
年公司匯兌損失僅 2.76 億元。南航在業績
報告中表示，由於集團的外幣負債一般皆
高於外幣資產，故此人民幣兌外幣的貶值
或升值均會對業績構成重大影響。集團大
部分的融資性租賃負債、銀行及其他貸款
及經營租賃承擔均以外幣為單位，主要是
美元、歐元及日圓。南航指，預計今年中
國民航旅客仍繼續快速增長，但未來航油
價格走勢難確定，匯率波動風險仍很大。

東航確認匯兌淨損失增加
另一大航空企業東方航空（0670）的匯
兌損失雖然不及國航和南航，但也達到
49.87 億元。有關數字在 2014 年只有 2.02

匯兌共蝕 158 億 南航損手最勁

三大航企 2015 年營業數據
國航
營業額
■內地三大航企去年因人民幣貶值，匯兌
損失達158.39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億元。東方航空並指出，由於美元兌人民
幣升值，期內已確認匯兌淨損失增加，導
致財務費用升至 72.69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22.86億元增加49.83億元。
東航去年全年盈利 45.4 億元，較上年的
34.2億元增加32.75%。

多重利好發力 滬 A 重上三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全國社保基金給多家境內委託管理
人劃賬總計約 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
資金，用於在二級市場購買股票，國家
外匯管理局子公司躋身 A 股股東，加上
外圍市場美聯儲主席耶倫「鴿」聲嘹
亮，多重「強心劑」終令 A 股撥雲見
日。昨日兩市高開高走，收市滬綜指強
勁反彈 2.77%，再上 3,000 點整數關口。
深成指和創業板指也雙雙大漲，創業板
指更飆升 4.47%。

百億社保基金入市
市場消息稱，全國社保基金日前已給多
家境內委託管理人劃賬總計約 100 億元資
金，用於在二級市場購買股票，上述資金
當日到賬，29 日即可入市。據指，博時基
金、華夏基金、鵬華基金、長盛基金、嘉
實基金、易方達基金、招商基金等 18 家基
金公司，具有社保基金管理資格。

梧桐樹躋身A股股東
此外，據交通銀行等披露的最新股東明
細，國家外匯管理局子公司「梧桐樹投資
平台公司」近日連續出現在浦發銀行、交
通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前十大股東
之列，這應當是外匯局旗下的投資公司第
一次成為 A 股上市公司的股東。有分析認
為，「梧桐樹」可能成為繼證金公司、匯
金資管後，又一國家隊的A股持股平台。
內外因素聯合發力，A 股士氣大振。滬
深兩市昨均錄得高開，開盤滬綜指漲約
0.7%，深成指和創業板指漲逾 0.9%。開盤

■滬深兩市昨日高開高走，行業分類全面飄紅。
後，券商股領漲，盤中兩桶油拉升，助市
場進一步走強。午後，市場持續上攻，人
工智能、高送轉、網絡安全等概念股全面
開花。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00點，漲80
點 或 2.77% ， 重 上 3,000 點 ； 深 成 指 報
10,445 點，漲 350 點或 3.48%；創業板指報
2,248 點，漲 96 點或 4.47%。兩市共成交
6,284億元，較上一日增逾900億元。
盤面上，行業分類全面飄紅，食品安
全、高送轉領漲兩市，漲幅超 5%，人腦工
程、中韓自貿、智能機器、無人機等亦漲
超 4% ， 中 石 化 漲 4.19% ， 中 石 油 漲

新華社

2.54%。銀行、貴金屬股漲幅不足 2%墊
底。兩市近百股漲停，逾 600 隻個股漲超
5%，僅15股下跌。

美聯儲「鴿」聲嘹亮
國金證券分析師李立峰表示，耶倫昨夜
講話較大程度上緩解了市場對資金外流以
及匯率的擔憂，制約 A 股風險偏好權重非
常大的警報被階段性解除，外加近期內地
經濟階段性企穩，通脹高企但持續性不
強，預計 A 股有望在波動中開啟一輪反
彈。

上季或有大筆增持
這兩家銀行的信息顯示，三季度末，
梧桐樹投資尚未進入這兩家銀行的前十
大股東，這意味着梧桐樹在去年第四季

對這兩家上市銀行至少進行了大筆增
持，甚至是新增投資。
此前，國家外管局對國家開發銀行注
資 480 億美元時，梧桐樹投資就作為外
管局的持股平台，直接持有國開行股
權。另據內地媒體此前報道，在組建絲
路基金時，外管局透過梧桐樹投資向該
基金投入外匯儲備 65億美元。梧桐樹投
資出現在 A 股上市公司大股東名列，實
屬罕見。
交行年報顯示，梧桐樹投資公司已
持有交通銀行 1.07%股份。據交行去

南航

東航

1,089億元（＋3.85%） 1,116億元（＋2.82%）

938億元(+4.56%)

全年盈利

70.6億元（＋83.38%）

37.4億元（＋110.2%）

45.4億元（＋32.75%）

每股盈利

0.55元（＋77.42%）

0.38元（＋111.1%）

0.355元（＋31.67%）

派息

0.107元（＋136.15%）

0.08元（＋100%）

不派息（無變化）

51.56億元（＋1,332%）

57.02億元（＋1,966%）

49.87億元（＋2,369%）

匯兌損失

註：貨幣單位為人民幣；括號內為同比變幅

世房：
「去庫存」
進度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內房陸
續公佈去年度業績，其中世茂房地產
（0813）截至去年底純利錄 61.2億元（人
民幣，下同），按年減少 24.5%，核心利
潤按年跌 21.5%至 62.1 億元，每股基本盈
利 176.7 分，派末期息 40 港仙。期內合約
銷售額為670.4億元，僅達去年目標720億
元約九成三。
集團副主席許世壇昨天表示，核心利潤
下跌，主要受「去庫存」影響，公司今年
的銷售目標維持在 670 億元水平。他又指
去年「去庫存」進度理想，今年無必要加
大力度「去庫存」，並會調節在一二線城
市的銷售節奏。另一方面，集團未來擬吸
納一二線城市土儲，但會避免爭購地王，
並減少在三四線城市買地，考慮將三四線
城市土地退予政府，或與其他發展商合

作，減少在三四線城市的土地。

禹洲：重心逐步遷上海
另外，禹洲地產（1628）昨天公佈，截
至去年底純利錄得 16.57 億元，按年升
32%，每股基本盈利 45 分，派末期息 18
港仙。期內，核心利潤增加 50%至 16.2 億
元，毛利率跌0.5個百分點至35.8%，完成
合約銷售額達 140.18 億元。集團主席林龍
安昨天表示，今年銷售目標定於 160 億
元，當中超過 100 億元由長三角地區項目
貢獻，未來重心會逐步遷至上海，又預計
今年首季將完成逾50億元的合約銷售額。
上海上周推出「滬九條」，執行總裁蔡明
輝表示，政策針對打擊投機性投資，樓市仍
會健康發展；旗下樓盤以剛性需求及改善性
住宅為主，相信不會對集團構成影響。

十大高薪工作 租賃服務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網絡招聘公司智聯
招聘發佈的最新調研報告顯示，受到年初
房地產市場火爆的影響，包括房產租賃和
融資租賃等在內的租賃行業成為春季十大
高薪行業之首，平均月薪達 12,750 元（人
民幣，下同）。
報告指出，受到年初房地產市場火爆的
影響，房產租賃再度受到高度關注，特別
是在年後二手房市場瘋狂的背景下，中介
行業或可成為快速撈金的新選擇。另外隨
着企業營運的輕資產化思維在內地普及，
融資租賃的市場潛力被進一步釋放，行業

人才競爭亦日趨激烈。

金融業高薪挖角成趨勢
十大高薪行業中僅次於租賃服務的是基
金／證券／期貨／投資，薪資水平為每月
10,764 元。報告認為，雖然互聯網金融在
中國發展時間不長，但飛速增長的市場增
長規模吸引了一大批富裕階層參與投資，
行業人才大多為 IT、金融、管理等專業人
才跨界而來，因此基金／證券／期貨／投
資行業呈現了以高薪搶奪人才的發展趨
勢。

戴行：滬樓價抗跌力勝全國

梧桐樹成浦發行交行主要股東
香港文匯報訊 交通銀行（3328）年
報顯示，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子公司梧桐
樹投資平台有限公司已成為公司第八大
股東，持有約 7.95 億 A 股。此前，浦發
銀行（600000.SS）公告亦顯示，梧桐
樹投資亦已持有該行大量股份，躋身前
十大股東。

2016年
2016
年 3 月 31
31日
日（星期四
星期四）
）

年半年報和三季報，梧桐樹投資皆未
躋身前十大股東，三季度末交行第十
大 股 東 雲 南 紅 塔 集 團 持 股 約 6.58 億
股。
浦發銀行上周發佈的股本變動公告顯
示，截至 3 月 15 日，梧桐樹投資已持有
浦發銀行 6.2 億股，佔擴大後股本的
3.15%。這部分股份目前市值超過 100
億元人民幣。浦發銀行三季報顯示，截
至去年 9 月底，梧桐樹投資尚未躋身前
十大股東，當時的第十大股東持股為
2.77億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政
府的嚴厲房產新政 25 日下發後，市場暫
時未有太大反應。戴德梁行董事、華東
區綜合住宅服務主管伍惠敏昨日在第一
季度媒體發佈會上指出，上海「325 新
政」對住宅均價的遏制作用不會非常明
顯，上海將遵循美國（紐約）模式，在
房價平穩上漲下，升值潛力及抗跌力皆
將優於全國。

「調控樓市惟有徵收房產稅」
她並預測，上海住宅成交量將會在近兩
三個月內有所萎縮，但對均價的遏制作用
不會非常明顯，要真正對上海的住宅市場

進行有效調控，全面徵收房產稅將是最有
效的手段。
根據戴德梁行提供的數據，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1 日期間，上海全市住
宅總成交量同比增長 67%，總成交套數同
比增加 61%。單價每平米 3.5 萬元（人民
幣，下同）以下剛需產品的成交量和成交
套數增加最大，同比分別增加 360.7 萬平
米及 3.03 萬套。綜合來看，單價小於每平
米 6 萬元的產品成交達 1,446.17 萬平米，
佔整體 90%。伍惠敏指，這意味着剛需及
中端改善類產品為上海住宅市場成交的絕
對主力，表明此間整體住宅市場健康發
展。

蘭州 4 月首辦台灣名品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
報道）西北地區首次台灣名品博覽
會將於 4 月 15 日在甘肅省蘭州市舉
辦，這是今年該展會在大陸的首
秀。甘肅省貿促會會長王軍需表
示，除展覽展銷外，台灣主流商協
會、知名金融機構、著名企業負責
■王軍需指，台灣名品博覽 人組成的經貿高訪團將深度訪問，
會有利於隴台兩地企業尋找 開展經貿交流。
博覽會展出面積 1.1 萬平米，設
合作商機。
肖剛 攝

立 5 大形象館、9 大產業區，逾 800
名台商參展，來自台灣由北到南的
精選特色產品，涉及文創產品、智
能生活產品、美容產品、農產食
品、清真產品、食品加工機械、醫
療保健、養生、名茶等。期間還將
舉辦「隴台深度對接共拓國際市
場」經貿合作推介會、「一對一」
採購洽談會，並考察蘭州新區和高
新技術開發區重點企業。

粵 10 月辦
「互聯網＋」
博覽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佛
山報道）中國國際貿促會廣東省
委員會 3 月 30 日在相關新聞發佈
會上透露，作為內地唯一的「互
聯網＋」綜合博覽會，2016第二
屆中國（廣東）國際「互聯
網＋」博覽會將於 10 月 20 日在

佛山順德舉行。
本屆博覽會擬設七大展區，總
展示面積 4.5 萬平米，比去年增
加 45%，參展企業和觀眾數量預
計均將突破首屆。博覽會重中之
重的互聯網前沿技術展區面積將
達 9,000 平 米 ， 將 匯 聚 來 自 美

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及地
區的前沿「互聯網＋」技術成果
超 過 30 項 。 在 智 能 製 造 展 區
中，國內外龍頭機器人及智能製
造企業亦將創新性地把部分「智
慧工廠」、「無人車間」在展館
進行局部或者整體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