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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章蘿蘭）中國

神華（1088.HK，601088.SH）豪派近 600億

元（人民幣，下同）的現金分紅，A股早盤即

封漲停，同時帶動A股煤炭板塊大幅飆升，以

逾 3%的升幅領漲兩市。神華H股則升逾二

成，創出21個月新高。公司稱派息屬自主決

定，會以現金存量和經營現金流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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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華昨天舉行業績會並派特別息，左起為董事會秘書黃清，副總裁呂志韌，副董事長兼
總裁凌文，高級副總裁王金力，財務總監張克慧。 記者吳靜儀 攝

神華豪派近600億特別息
H股創21個月新高 A股升逾3%領漲兩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
奔）向來作風穩健保守的中國
神華（1088）突然一改作風，
在派發末期股息0.46元（人民
幣，下同）之餘增派2.51元的
特別股息，引起資本市場廣泛
關注。
有分析認為，雖然此舉可能

純粹是為回應內地監管層的訴
求，但作為首個豪派股息的國
企，此舉或會起到典範作用，
帶動更多國企仿效，令中資企
業的股票重新吸引國際投資者
眼球。不過也有市場人士認
為，經歷了數年經濟跌宕後，
很多大型國企尚未恢復元氣，
能夠成為神華的後繼者或許是
寥寥可數。

強調派息不受外界影響
神華豪派息，最受惠是其母

公司神華集團，按其持股比例
73%計，將獲得431億元分紅。
雖然神華副董事長、總裁凌文
昨在業績會上表示：「這次派
息完全出於公司現金流、發
展、資本開支這樣一個綜合情
況，提升股東回報及承諾，提
高長期投資價值和信心的角度
所作決策，沒有任何政府部
門、機關、外部監管的相關人
士對我們提出建議。」不過市
場人士普遍相信，神華的舉動
與政府官員此前言論有莫大關
係。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此前在兩

會新聞會上表示，內地國有企
業在上市公司數量很多，滬深
市值佔20%，對資本市場健康
發展有重要的作用。「控股公
司要進一步完善分紅機制，不
斷提高資本/投資者回報。」這
意味着神華並非單一例子，而
是一個趨勢的開始，未來將有
更多央企或大型國企效法，最
可能緊隨其後的，或是財務實
力及指標作用最強的另一央企
龍頭中移動（0941）。

央企增派息屬改革成果
路透社引述宏利資產管理(亞

洲)高級執行總監兼亞洲區股票
投資部主管陳致洲指出，央企
提高派息是內地經濟改革的正
面成果，如果連串的國企改
革、供給側改革以及金融改革
的好處能夠伸延到企業管治提
升和對股東回報注重之上，是
投資者樂見的事情。「現在國
際投資者對內地股票仍然持倉
偏低，如果企業通過股份回購
或特別股息來提升股東回報的
勢頭得以延續，企業又不再亂
投資，相信內地股票會獲得市
場調升評級，情況就如4至5年
前美國公司一樣。」
不過亦有市場人士認為，過

去數年內地經濟跌宕對不少行
業帶來沉重打擊，尤其是周期
性行業經歷多年虧損或負現金
流的情況後，要在短期內提高
派息，恐怕力有不逮。

神華慷慨派息樹央企典範

鉅盛華9100萬股萬科A解除質押

房價越來越高，年輕人
怎麼辦？《環球時報》總

編輯胡錫進昨日在官方微博給出答案，稱其
建議是「舉全家之力能把首付付了，月供也
能承受，能早買就早買，別猶豫」。這番言
論當即引起眾多網民不滿，將之解讀為「鼓
動年輕人掏光父母、甚至一家三代的積蓄湊
首付，為了房子不惜透支全家人的幸福」。
網民們炮轟胡錫進作為官方媒體的總編輯，
竟然鼓吹與「啃老」無異的價值觀，非但無
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只會令年輕人對社會更
加失望。

網民炮轟「啃老」價值觀
胡錫進的這番高論，先是出現在其個人的

脫口秀節目《胡侃》之中。他回憶稱：「我
第一次有自己的房子是31歲，才30幾平
米，很舊的房子，但當時幸福死了。」憶完
當年，馬上對年輕人提出忠告：「現在都是
買房，我認為只要有能力，我是指能把全家
的錢湊起來夠首付，月供也能承受，就別猶

豫，能早買就早買……自住房沒啥虧了賺了
的，買了心裡就踏實了。」

對於社會上不滿「房價太高」的各種抱
怨，老胡的看法是：「從一個小地方去大的
中心城市打拚，就需要有勇氣，不懼競爭，
這個輿論可以批評、抱怨，但是你個人少抱
怨，多努力，因為抱怨幫不了你的忙。」他
又以身邊的員工為例子循循善誘，稱「《環
球時報》很多年輕人，還是在北京安下了家
的，他們當初也很發愁……天無絕人之路，
你不允許自己被一個問題憋死，就絕不會有
一個問題讓你真的過不去。」
這番言論被《環時》官方微博推送之後，

當即引來眾多網民炮轟。有網友怒斥：「父
母辛苦一輩子存的錢，不能給自己享受生
活，卻要幫我們來付首付，不悲哀嗎？」有
網友更質疑老胡完全沒有考慮過內地的實際
情況：「中國並不是福利國家，交完首付之
後父母老了病都看不起，這是要勸中國人老
了之後只要有病都去死的意思嗎？」
平心而論，房價愈升愈癲，胡錫進勸告

「自住一族」盡早上車，以免將來更加買不
起，或許只是一語道破了殘酷的現實。事實
上，長和系主席李嘉誠也曾多次說過：「自
住（樓）幾時買都無問題。」

李嘉誠提倡「量力而為」
不過，李超人強調應該在「自己收入分期

付款」的前提下買樓，提倡的仍是「量力而
為」，這與老胡建議的「舉家之力」湊首付
有本質區別。這樣的言論，難免令人感覺為
了買房，年輕人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啃
老」，無異於向全社會傳送了錯誤的價值
觀。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

顏。」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抒發
的理想，至今仍是未能實現的夢想。面對畸
形的房價、畸形的社會，一個有責任感的媒
體人應該像杜甫那樣，不僅能看清現實，也
要不屈從於現實，而不是隨波逐流，輕易向
「存在即合理」的高房價現象低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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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升多賺3倍 料今年售車高單位數增

香港文匯報訊 樂視汽車聯合創始
人、全球副董事長、中國及亞太區CEO
丁磊昨天在微博發佈聲明，稱由於個人
身體健康原因，經過慎重的考慮和與樂
視創始人賈躍亭的充分溝通，決定將不
再擔任樂視超級汽車全球副董事長、中
國及亞太區CEO等職務。不過，他表
示，將應邀作為樂視生態研究院的戰略
顧問，繼續支持樂視汽車生態的發展。

資料顯示，丁磊在汽車行業有多年
從業經驗，1995 年底參與創建上海通
用；2004 年底至2011年初，執掌上海
通用六年，先後四次獲得全國產銷量冠
軍。汽車行業之後，丁磊在高科技產業
園區和政府部門先後擔任重要職務，包
括擔任張江高科上市公司董事長以及張
江集團旗下二十餘家科技與投資企業的
董事長等。

樂視汽車聯合創始人丁磊離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內地
多個城市調控加碼，花樣年（1777）
主席潘軍在昨天業績會上指，集團旗下
有相當大存量的剛需產品，相信可抵抗
調控的負面影響。而集團亦有信心今年
達成15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全年
銷售目標，當中約100億元來自一二線
城市，逾50億元來自三四線城市。
潘軍又認為，新調控政策目的在於

壓制投資需求所帶動的樓價增長，認為
部分城市樓價在調控下仍然上漲，反映
需求殷切。一線城市之中，潘軍看好深
圳市場，預計樓價仍會升漲5至10年，
並於今明兩年超越香港，故集團亦致力
吸納深圳土儲，預計下半年深圳葵涌項
目可推出25萬平方米樓面，後續每年
保持50萬至60萬平方米的供應量，支
撐集團未來3至5年合約銷售增長。

彩生活：續增管理服務面積
另外，系內彩生活（1778）同日亦

舉行業績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唐學斌
稱，公司去年已完成階段性的轉型，物

業管理平
台的建設
已基本完
成，暫不
會再有大
規模的收
購動作，
但會繼續
透過小規
模併購的
方式，以
獲得其他
物管公司的管理權。
彩生活上市時曾提出2020年達10億

平方米管理樓面的目標，但發現目標難
以成為大型社區平台服務商， 故期望
公司的管理服務面積由去年底的3.95
億平方米，至2020年達到25億平方
米，覆蓋1億人口，相當於市場份額約
12%至13%，亦會提升線上註冊用戶人
數，希望以較少資金以取得管理權及參
股方式實現增長，亦與加盟的物業管理
商分成收入。

花樣年冀今年賣樓150億人幣

■■花樣年主席潘軍花樣年主席潘軍。。
蘇洪鏘蘇洪鏘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深圳
政府近年來頻頻回購高速公路資產，深
高速（600548）將轉型發展水環境治
理、固廢處理等大環保產業。公司董事
長胡偉昨天表示，保守估算未來三年
內，環保產業資產將佔公司總資產三分
之一，來自環保業務的營收和利潤將對
公司業績產生正面效應。

擬夥業內龍頭合作
目前深高速的收入和盈利主要來自收

費公路的經營和投資。胡偉指，公司擁
有20多年的高速公路等大型基建管理運
營經驗，同時公司治理有序，融資能力

強，資金成本低，作為深圳國資旗下企
業獲取政府環保項目能力強。現公司擬
定以水環境治理、固廢處理等為主要內
容的大環保產業方向。在戰略期內公司
將尋求行業內品牌龍頭企業展開合作，
通過共建等方式快速進入環保產業。
去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45.32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32.5%；
淨利潤11.69億元，同比下降24.69%；
基本每股收益0.536元，擬派發末期息
0.22元。據悉，公司今年總體營業收入
目標將不低於46億元，經營成本、管
理費用及銷售費用總額（不含折舊及攤
銷）控制在14億元左右。

深高速轉型大環保產業

神華上周五公佈每股派末期股息0.46元，特別
股息2.51元，合共2.97元，累計派發590.72

億元，遠高於241億元的全年盈利。公司副董事長
兼總裁凌文昨於香港舉行的業績會上解釋，早前有
股東和基金經理曾於股東會上向董事會建議，在投
資規模下降時應增加分紅比例。

凌文：派息不影響集團財務
對於有指中國證券金融股份以及中央匯金資產管
理合共持股3.42%，「兩個國家隊」可從是次派息
獲得超過20億元，他重申，派息考慮到公司現金
流、資本開支及未來發展。他又強調，高派息屬公
司自主決定，否認市場上指有政府部門、機構或外
部監管相關人士「對公司派息作出意見」的猜測。
據神華業績披露，截至去年底，公司受限制的銀

行存款、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分別為61.41億元、34.28億元和
411.88億元，合共可用現金流507.57億元，理論上
較是次的590.72億元總派息相差83.15億元。凌文
稱，是次派息是以公司現金存量和經營現金流來支
付，不會對財務狀況帶來不利影響，公司槓桿率亦
將維持在較低水平。他又透露，今年首兩個月經營
情況良好，預期今年首季純利按年增長超過50%。
豪派高息刺激神華股市大升。昨天神華H股早盤

一度升逾2成，最高見19.78港元。A股早盤即一致
漲停，並帶動煤炭板塊快速反彈。全日計算，煤炭
板塊內上海能源升6%，恒源煤電漲5%，兗州煤
業、中煤能源升逾3%。
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指，神華在36%的派息比率

上額外派特別息，現水平股息率約20厘，令人驚

喜。加上短期煤價反彈，需求強勁，料今年上半年
盈利增長動力強勁。目標價16.8元，評級「與大市
同步」。

大摩看好 料短期煤價升
凌文表示，公司截至去年底未分配利潤逾1,500億

元，而因煤炭及電力業務已不再高速增長，今年資本
開支預算350億元，較過去數年有所下降，加上公司
預料未來經營現金流狀況良好，考慮現金流、發展、
資本開支等綜合因素後，決定派發特別息，但稱未來
會回復一貫派息政策，維持派息比率為40%。
另外，他又透露，原本是次業績是由董事長張玉

卓主持，機票也已購買，但其上周五突然接獲通
知，召集中央企業主要負責人昨日到北京開會，因
此未能赴港。

「舉家之力」買房論捱批 折射樓價畸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升集團
（0881）昨公佈截至2016年底全年業績，純利增
加超過3倍至18.6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
基本盈利87分，派末期息30港仙。主席兼執行董
事黃毅昨於記者會表示，對今年整體汽車行業發
展有信心，相信仍有增長空間，由於去年新車銷
售表現令基數變大，故預計今年市場銷售可達高
單位數增長，集團表現或勝於市場。

新車銷量逾30萬增23%
期內集團收入達715.99億元，升21.1%，其中新
車銷售收入按年增加20.5%至624.59億元；售後及
精品業務收入按年上升25.2%至91.39億元。另外，
集團去年新車銷量為30.08萬台，按年上升23.4%。

集團去年毛利率上升1.3個百分點至9.2%，投
資者關係部總監嚴佘貞表示，當中售後服務的毛
利貢獻佔毛利總額約50%；新車毛利貢獻佔比約
20%至30%；而保險、金融、二手車等的毛利貢
獻佔比則約15%至18%，售後服務的高毛利可抵
消新車毛利波動的影響。
另外，集團4S經銷店共有251家，其中包括

120家豪華品牌經銷店和131家中高端品牌經銷
店，分佈於內地22個省份和地區及80多個城市。
黃毅表示，每年將新增15間自營店，豪華車店會
設於一二線城市和部分三線城市，而亦留意到三
四線城市對中高端車需求較大。被問到未來的收
購合併計劃，他指要看機會，如果有合適的店就
會毫不猶豫收購。

■■中升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中升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毅黃毅。。 記者吳婉玲記者吳婉玲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萬科A 昨晚間發佈公告，稱於2017年3月20
日收到公司股東鉅盛華的《告知函》顯示：
「2017年3月17日，鉅盛華將持有並質押給
鵬華資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萬科
91,000,000 股無限售流通A股辦理解除質
押，並已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辦理完成質押解除手續。」
目前，鉅盛華持有萬科 A股股票共計

926,070,472股，佔公司總股本8.39%；累計
質押股數為835,070,462股，佔公司總股本的
7.56 %。
滬深A股方面，神華豪派現金分紅，早盤即
封漲停，同時帶動A股煤炭板塊大幅飆升，以
逾3%的升幅領漲兩市。本周首個交易日，滬
深兩市尾盤拉升，三大股指翻紅，滬綜指收報
3,250 點，漲 13 點或 0.41%；深成指收報
10,532點，漲16點或0.16%；創業板指收報

1,953點，漲4點或0.21%。兩市共成交4,957
億元人民幣，較上一交易日縮量逾千億。
另外，上海期貨交易所昨天公告，對銅、
鋁、鉛等期貨合約及交割細則進行修訂，對
於陰極銅期貨，是次修改將標準倉單的磅差
由「不超過±0.2%」調整為「不超過±
0.1%」。據介紹，上期所1999年上市陰極銅
期貨品種時，根據銅現貨貿易慣例，合約設
計磅差為±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