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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手遊業務增長續強勁
去年賺411億增43% 擬分拆閱文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騰訊控股（0700）昨日公佈2016

年度業績，期內純利 410.95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42.66%；每股基本盈利4.383元，派末期息0.61港元。總裁兼執行

董事劉熾平在業績會上表示，微信支付和QQ錢包的整體月活躍用戶

量達6億，日成交數目也超過6億筆，用戶量大、使用頻率高，已成

為許多用戶的首選支付方法。這對開拓線下商戶有很大幫助，尤其

可以促成與一些中小商家和初創企業的合作。

主席馬化騰表示，在公眾號收費方
面，微信仍然只是「基礎設施」，

現存的「讚賞」功能就是由用戶決定是
否付費；許多公眾號營運者呼籲開設收
費功能，由他們決定哪些內容需要付
費，並強調不會強制公眾號收費。對於
市場聚焦的微信「小程序」，劉熾平承
認剛推出時得到了許多關注，「但市場
的反應有點過熱了」，短期內不會產生
盈利，望發展成熟後能從中受益。

限韓令未損手遊業務
業績報告披露，得益於《王者榮耀》
及《穿越火線》等多款遊戲的推動，期
內遊戲業務增長強勁，按年升25%至
708.44 億元。劉熾平表示，《王者榮
耀》去年底的日活躍賬戶超過5,000萬，

今年第一個季度仍然保持增長，但未透
露該款遊戲對整體手遊收入的貢獻佔
比。內地手遊市場快速發展，公司會繼
續投入，注重遊戲產業的生態投資。
值得留意的是，騰訊旗下手遊業務一

直有引進韓國的遊戲，內地近期實行
「限韓令」，有分析稱可能對公司有影
響。劉熾平則認為，在短期甚至中期
內，對公司整體遊戲業務的影響不大，
因為公司遊戲眾多，還有很多儲備的遊
戲可以推出。那些還未引進的新遊戲在
審批上暫時會受到推遲，正在營運的則
沒有阻礙。他還稱，一款遊戲花多點時
間打磨，精益求精再推出反而是好事。

海外投資將逐年增加
問及公司今年的收購計劃，馬化騰指

今年會繼續投資不同的公司，海外投資
逐年增加，會繼續尋找那些整體戰略比
較一致、有優秀團隊，以及戰略上有協
同效應的對象收購。早前公司收購的芬
蘭手遊開發商Supercell，今年首季盈利
表現比較理想，第一季度會收取第一次
派息，具體數字到時再公佈。
劉熾平又指，旗下閱讀平台閱文會在香

港分拆上市。閱文作為中國最大的閱讀平
台，過去已經累積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小說
IP（知識產權），除了提供商業模式和正
版閱讀，對未來影視、遊戲、娛樂產業的
發展也有許多潛在的價值，公司十分看好
閱文的長期發展。他認為，閱文可以作為
公司的分拆試點，未來可能考慮再將一些
有外部投資的業務分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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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2016年業績撮要
項目 金額（億元，人民幣） 按年變幅
增值服務收入 1,078.1 ＋33.64%
網絡廣告收入 269.7 ＋54.39%
其他收入 171.58 ＋263.06%
總收入 1,519.38 ＋47.71%
經營盈利 561.17 ＋38.13%
股東應佔溢利 410.95 ＋42.66%
每股基本盈利 4.383元 ＋41.52%
末期息 0.61港元 ＋29.79%

■馬化騰（左三）指今年會繼續投資不同的公司，海外投資逐年增加。 周曉菁 攝

萬成環球上市突叫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在港從事
清潔服務的創業板新股萬成環球突然取消原
訂在昨日舉行的記者會，稱「因公司需要更
多時間進行路演」，為2月中以來第六間未
有按照原定計劃上市的創業板公司。
早前，同屬創業板的駿傑集團（8188）掛
牌半日遭叫停買賣，原定掛牌的象興國際
（8157）宣佈延後上市。其他延遲上市的新
股包括芭迪貝伊（8297）、尚捷集團
（8183）、浩柏國際（8431）。

民生教育首掛升近一成
另一方面，在內地經營民辦高等教育的民
生教育（1569）昨首日掛牌，收報1.51元，
較發售價1.38元升9.4%，高位1.7元，低位
1.42元，成交4.2億股，涉及金額6.51億
元。不計手續費及佣金，一手2,000股賺260
元。
民生教育主席李學春稱對股價長遠表現有
信心，公司提供優質高等教育服務，現時內
地及香港在高等教育上逐漸合作。
問到投資能仁專上學院錄得虧損，李學
春說目前虧損金額不大，有信心今年會收
支平衡，明年更可能錄得盈利。隨着內地
高等教育服務水平上升，集團有考慮調高

學費。

進階發展招股6060元入場
本地建築總承建商及分包商進階發展

（1667）昨起公開招股，下周二（28日）截
止認購。該股計劃全球發行2億股股份，其
中一成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0.38
元至0.6元，每手1萬股計入場費約6,060
元。預期於4月7日在主板掛牌。

公司主要業務為提供樓宇建造服務；改
建、加建、裝修工程及樓宇服務；以及維修
及修復有歷史價值樓宇。以招股價中位數
0.49元計，進階發展集資淨額約7,020萬
元，其中約47.4%將用作未來項目的資本投
入及前期成本；約17.1%用作購買為承辦香
港部分大型建築項目的履約保證；約15%用
作增加投入資本以獲得政府的工程認可；餘
款用作償還銀行貸款。

■■民生教育昨首日掛牌民生教育昨首日掛牌，，收收
報報11..5151元元。。圖為上市儀式圖為上市儀式。。

吉利：未來派息比率會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吉利汽車
（0175）昨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
績，錄得純利 51.12 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長 1.26 倍，每股基本盈利
57.96分，每股攤薄盈利57.33分，派末期息

每股0.12港元。行政總裁桂生悅昨在業績會
上表示，公司以往派息較低，主要受某美元
債條款限制，派息比率上限為15%，今年有
關債項已到期，故不會再受條款所限，未來
派息比率預期會上升。

去年多賺1.26倍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收益

537.22 億 元 ， 按 年 增 長
78.25%，主要由於內地銷量增
長強勁，足以抵消相對疲弱的
出口表現所致。去年合共售出
76.597 萬輛汽車，按年增加
50.2%。當中 74.42 萬輛為內
銷，按年增加53.6%。報告預
料，今年主要出口市場的汽車
需求應可穩定維持於目前低水
平。由於政局不穩及社會動
盪，俄羅斯、烏克蘭及埃及的

汽車市場自2014年起大幅放緩，預期該等國
家的汽車需求在未來數年將穩步回升。
執行董事安聰慧表示，公司今年會推出兩

款SUV、新的油電混合、插電式油電混合動
力車型，及現有主要車型的升級版，故會以
100萬輛的銷售目標為基礎，並爭取做得更
好。他又表示，現時內地新車市場仍有剛
需，加上人均收入增長，故料有增長空間。
市場未達飽和，公司目前以品牌及技術取
勝，不會參與價格戰，售價甚至會在去年增
幅22%的基礎上，再有5%的增長。
早前外電報道集團打算分拆旗下富豪汽車

（Volvo）上市，身兼富豪汽車董事會成員
的副主席李東輝回應稱，Volvo暫時未有上
市計劃。發行優先股只是為支持無人駕駛及
新能源車開發，且發行額度與公司手頭現金
相比差一大截，證明公司無急切的資金需
要。未來會繼續研發無人駕駛、新能源車等
業務。

■桂生悅（左二）指，公司未來派息比率預期會上升。
陳楚倩 攝

永旺關店改裝 去年轉蝕2323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瑞聲
科技（2018）昨日公佈截至去年底全年
業績，純利按年升29.57%至40.26億元
（人民幣，下同），勝預期並創新高，
每股盈利3.28元，派末期息1.17港元，
同比上升23.3%，維持每年約40%派息
比率。公司董事總經理莫祖權昨於業績
會上對公司去年成為藍籌股表示感到高
興，稱會致力為股東帶來高回報，並直
言希望未來派息能夠超越2005年上市時
的招股價。

全年多賺近三成創新高
翻查記錄，瑞聲科技當年上市時，招
股價是2.73元，以昨日收市價86.5元
計，過去11年，其股價累積上升了近31
倍。2016年全年每股派息1.47港元，較
2015年的1.2港元增加了23%。如果未
來派息超過招股價的2.73元，即是較目
前仍有85%的增長空間。
談及公司未來前景時，莫祖權表示，

對2017年整體盈利樂觀，希望一如坊間
分析師所估計，增長超過20%。他又透
露，今年會繼續改善及增加內地及越南
基地的生產能力及效率，於越南新設的
生產基地將於2018年完成第一期建設。

購瑞聲新能源餘下股權
業績報告披露，公司去年營業額

155.07億元，按年升32.1%；兩大增長
動力動圈器件及非聲學解決方案，銷售
額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29%及56%，兩
者毛利率均超過40%。莫祖權稱，動圈
器件及非聲學的收入分佈比例分別為
51%及49%，預料2017年非聲學的收入
比例會超越動圈器件。
另外，該公司昨日宣佈，已與常州中
科及江蘇遠宇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分別
以2,158.8萬元及641.2萬元收購瑞聲新
能源15.1%及4.48%的權益，待收購事
項完成後，瑞聲新能源將由香港瑞聲持
有100%權益。

大新銀行：短期息差或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永旺
（0984）昨公佈截至去年底全年業績，虧損
2,322.8萬元，去年同期錄得純利9,317萬
元；每股虧損8.93仙；派末期息每股20仙。
董事總經理陳佩雯於記者會表示，受到上半
年關閉康怡店及黃埔店以改裝成為「AEON
STYLE」店影響，銷售額下跌，期內錄得虧
損是意料之內。不過下半年已重拾升勢並錄
得盈利，估計店舖經改裝後，加上引入較多
產品種類可吸引更多消費者。

內地業務收入佔比增
期內，集團收益由去年的89.8億元升至

90.4億元，細微上升0.7%，主要受惠於內地
業務及新店帶來的全期貢獻。毛利率微調至
31.2%，主要由於推出促銷活動、康怡店及
黃埔店局部關閉前進行減價清貨，以及內地
業務佔集團收入比例上升所致。
香港市場方面，集團指在2016年，由於經
濟持續低迷，導致消費意慾疲弱，加上冬季

天氣異常和暖，以及香港本地零售市場仍然
處於不景氣狀況，期內香港分部錄得虧損
8,250萬元，去年同期溢利7,670萬元。陳佩
雯表示，雖然本港市場具挑戰，但會盡力避
免出現虧損。至於內地業務方面，集團於
2016年上半年，在番禺開設了一間新店，又
指內地市場是集團發展重點，計劃今年增設
4間大型分店。
多間食肆停售巴西「黑心肉」，陳佩雯指

內地及香港分店已將有關的肉類產品下架。

瑞聲冀派息超越招股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大新
銀行（2356）昨公佈，去年股東應佔溢
利按年跌2.5%至21.45億元，每股基本
盈利1.53元，派末期息0.28元。同系大
新金融（0440）股東應佔溢利按年跌
2.9%至18.92億元，每股基本盈利5.65
元，派末期息1.03元。

去年少賺2.5%派息28仙
期內，大新銀行淨息差擴闊0.15個百

分點至1.98厘，帶動淨利息收入按年升
9%至36.38億元；惟商業銀行和財資業
務相關活動表現較弱，加上證券經紀佣
金下降，淨服務費和佣金收入按年減少
8.1%至8.36億元。
對於淨息差擴闊，大新銀
行董事總經理王祖興稱，主
要由於存款成本優於預期。
不過美國加息步伐加快，存
款息率上升速度較貸款息率
快，未來數月息差或受壓，
故對淨息差走勢採審慎態
度；集團會繼續改善存款組
合。
截至去年底，大新銀行一

級資本充足率12.7%，按年

改善0.5個百分點。至於撥備和信貸成
本整體上升，主要由於該行在香港的商
業銀行業務部分的中小企業借款人，出
現財政困難而須增加貸款減值撥備，以
及綜合減值撥備因商業及中小企業務之
資產質素較2015年略差。
大新金融去年6月宣佈出售大新人壽

及澳門人壽，王祖興稱交易已獲股東會
通過，現時處於審批階段，預計所得資
金將投資一般保險業務和派發特別股
息。他續稱，自大新銀行上市後，集團
投放資源發展內地市場業務，料未來持
續發展步伐，重申未有計劃出售銀行業
務或作架構重整。

涉龐氏騙局銀行賬戶遭凍結

■王祖興（左三）指，集團對淨息差走勢採審慎態度。
張美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就一宗懷疑
層壓式及龐氏騙局，向原訟法庭取得一
項臨時命令，將Heriberto C. Perez Val-
des的銀行賬戶內約266萬元凍結。證監
會指，Valdes參與了由DFRF Enterpris-
es LLC及DFRF Enterprises, LLC（統
稱 DFRF）以及 DFRF 創辦人 Daniel
Fernandes Rojo Filho所操作的騙局。
在該騙局中，多名香港投資者受Filho

誤導而對DFRF作出了投資。他們誤信

Filho的聲稱指DFRF將在美國上市，但
實情並非如此。繼而將資金存入了多個
香港銀行賬戶，包括以Valdes名義所持
有的銀行賬戶。Filho及DFRF均沒有持
有證監會牌照以進行證券交易或就證券
提供意見。在該法律程序中，證監會已
於去年12月13日取得一項針對海陸貿
易（香港）的臨時凍結令。證監會指該
公司亦有在該騙局中收取投資者資金。
證監會的調查仍在進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