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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移

動（0941）昨公佈2016年全年純利輕

微增長0.2%至1,087.41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基本盈利5.31元，

末期息增3.9%至1.243港元。集團將

利潤派息率由43%提升至46%，董事

長尚冰於記者會表示，公司管理層每

年會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派息政策，

集團將保持2017年利潤派息率穩定，

力爭實現利潤派息率穩中有升。

尚冰指，派息政策考慮到公司
財務狀況、現金流產生能力

和未來發展的資金需求，也會關注
到最近的匯率變化。今年是中移動
上市20周年，被問到會否派發特別
股息，他表示如果派發則會及時公
佈。市場早前對中移動派特別息有
憧憬，集團昨公佈業績後，股價下
跌，曾跌至 87.15 港元，收市報
87.25港元，跌3.43%。

無線上網收入增逾四成
期內，營業收入為 7,084.21 億

元 ， 增 長 6.0% ； EBITDA 為
2,566.77億元。通信服務收入增幅
為6.7%，增幅達近五年新高。無線
上網收入較去年上升43.5%，佔通
信服務收入比達46.2%，年度首次
超過語音和短彩信收入之和，成為
集團第一大收入來源。
中央再推新一輪的「提速減費」
政策，由今年10月起全面取消內地
手機的長途和漫遊費用，年內將大
幅降低中小企業互聯網專線接入資
費及降低國際長途電話費。中移動
在業績報告提到，按照當前業務結

構進行靜態測算，
預計三項「降費」
舉措對公司2017年
收入和營運利潤的
影響為：取消手機
國內長途和漫遊費
約為一個季度少收
40億元，降低中小
企業專線接入和國
際長途資費合計約
30億元。尚冰相信
有關影響可控，公
司將積極發展業務，薄利多銷，減
少影響。
中移動去年總體資本開支為

1,873億元，預計今年1,760億元，
按年減少6%。尚冰指理解市場關
注資本開支跌幅情況，但站在公司
管理層角度，除了計劃好當前的發
展，亦要考慮長遠發展。

鐵塔最快今年底上市
集團期內淨增 4G客戶 2.23 億

戶，總量達到5.35億戶；移動業務
每月每戶平均收入（ARPU）升
2%至 57.5 元，4G ARPU 為 74.4

元。尚冰表示，集團今年目標新增
1億戶4G用戶，並會爭取移動業務
ARPU穩中有升。集團4G佔有率
約70%，隨着4G用戶規模擴大，
4G ARPU的下降是必然的，但同
時4G用戶的增長對整體移動服務
的ARPU是有利。
至於鐵塔公司上市進程，集團副

總經理兼鐵塔公司董事長劉愛力表
示，有關的上市計劃正在推進，希
望可於今年底前完成上市，如果今
年未能完成，明年上半年也有希
望，冀先在香港上市，再計劃到A
股上市。

中移動2016年業績撮要
金額（以人民幣計） 按年變幅

營業收入 7,084.21億元 +6.0%

■通信服務收入 6,234.22億元 +6.7%

■銷售產品收入及其他 849.99億元 +0.9%

EBITDA 2,567億元 +6.9%

淨利潤 1,087億元 +0.2%

每股末期息 1.243港元 +3.9%

製表：記者吳婉玲

中移動派息增3.9%欠驚喜
「提速減費」手機戶一季少收40億

香港文匯報訊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0300）昨早停
牌，停牌前報2.49元。公司通告指，前日收到中國證
監會立案調查通知書；另一份獨立董事辭職的公告則
指，3月19日上午收到獨立董事楊雄勝的辭職短信，
由於事項重大，公司與楊雄勝進行多次溝通但挽留未
果。於3月21日收到楊雄勝的書面辭職報告，並再次
強調其正式辭職提交日期是3月19日。

審計發現疑財務重大問題
昆明機床先於3月21日發佈公告，指在2016年度報

告審計過程中，發現以往年度可能涉嫌財務違規的重
大風險，審計人員發現在2016年度公司存在存貨不
實、收入跨期等問題。隨即公司展開自查，並發現以
往年度存貨、收入及費用等事項存在涉嫌財務違規的
重大問題。
3月22日公司再發公告稱，於3月21日收到上交所關
於公司涉嫌財務違規事項的問詢函公告。再於昨日（3
月23日），公司連發多份公告，最先是獨立董事辭職

公告。公告稱，公司於3月19日上午收到獨立董事楊雄
勝的辭職短信，由於事項重大，公司同楊雄勝進行多次
溝通但挽留未果。於3月21日收到他的書面辭職報告，
並再次強調其正式辭職提交日期是3月19日。
公告稱，楊雄勝因公司在會計信息品質上一直不聽

取其個人改進的強烈建議，且懷疑公司高管在這方面
有意舞弊，故申請辭去公司獨立董事、董事會審計委
員會委員及主任委員、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委員職務。
楊雄勝辭職之後將不再在公司擔任任何職務。
相隔3分鐘，公司再發另一份公告「關於公司接到
中國證監會調查通知書的公告」。公告稱，於3月22
日收到中國證監會調查通知書，指「因信息披露違反
證券法律法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的有
關規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決定對公司立案調
查。」公告又表示，如根據證監會立案調查結果，公
司觸及上交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的重大違法退市標
準，公司股票將被終止上市，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
風險。

中證監調查財務 昆明機床獨董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嘉里物流（0636）昨
日表明將因應市場變化，料於未來3年投資於「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業務增長會較明顯。該集團公佈去年全年
業績，股東應佔溢利按年增長4.03%至18.77億元（港
元，下同），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1.11元，末期股息派
12仙，全年派息比率由2015年的26%提升至29%。
期內，營業額按年升14.02%至240.36億元，核心經

營溢利增長4.04%至18.78億元。綜合物流業務分部溢
利增長1.04%至16.53億元，佔集團總分部溢利79%；
國際貨運業務分部溢利增長24.1%至4.48億元。
地區分部利潤方面，香港按年上升4%，內地上升
11%，台灣上升 2%，東南亞上升 3%，歐洲下跌
41%，其他地區如美國等則上升127%。集團總裁馬榮
楷昨在業績會上解釋，歐洲下跌是由於業務重整，故

出現利潤的下跌，至於美國的強勁增長是因集團在去
年6月收購APEX的大部分股權所帶來的貢獻。
馬榮楷昨在業績會上表示，為配合國家對「一帶一

路」的發展，集團正積極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服務能力及覆蓋。對內，內地及大湄公河區域的業
務重組正進行，已設立新業務部門，專責亞洲及歐洲
各地的項目。對外，去年亦訂立最終協議，收購一家
以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為基地的貨運集團之控
制性股權，其已在中亞地區經營物流業務24年，可望
在5月完成收購。

擬5月收購蘭州物流公司
他指出，現時的貨運業正進行急劇的變化，由以往

看重的船運及空運，轉移至以火車及卡車運送的方
式。他透露，5月集團再在蘭州收購一間以火車運輸
為主的中型物流公司。他舉例指，用火車將貨物由蘭
州運至烏茲別克斯坦只需10天，較船運的45天快得
多，但價格會高25%至35%，雖然如此，但他相信仍
會受商家歡迎。
另外，對於英國脫歐的影響，馬榮楷認為對英國消

費的影響已完結，集團目前出口至歐洲的貨量已趨穩
定。他認為，英鎊下跌反而刺激出口量上升：「以往
中國內地去歐洲的飛機很滿，回來很空，但現在由歐
洲回中國內地的飛機也很滿。」

嘉里物流大力拓「一帶一路」

香港文匯報訊 李寧公司（2331）昨公佈去年度全
年業績，連同出售紅雙喜10%股權淨收益3.13億元
（人民幣，下同）在內，期內淨溢利6.43億元，按年
升44倍；經營溢利3.86億元，按年升146%。期內收
入80.15億元，按年升13%；毛利按年上升16%至
37.05億元。整體毛利率改善，由2015年的45%提升
至46.2%。1.2個百分點的增幅主要來自新品於零售流
水佔比的增加及收入層面渠道組合的優化。

電商業務持續增長
雖然每股基本收益29.03分，按年增43倍，但公司

決議不派末期息。或受不派息拖累，李寧股價昨大跌
7.662%，收報4.7港元。執行主席兼代理行政總裁李
寧回應表示，集團更重要是為股東創造新機會，尋找

更多發展機會。去年盈利增加，但未來仍需要投入大
量資金提升營運效率，包括產品設計及零售營運能
力，在考慮現時集團現金環境後決定不派息。
據業績報告，集團核心品牌李寧牌的收入佔集團總

收入98.9%，達79.25億元，按年上升14%。主要品類
包括跑步、籃球和訓練產品均錄得明顯銷售增長。就
銷售渠道而言，李寧電商業務仍然保持不俗的增長勢
頭，全年收入同比上升約90%，於李寧品牌收入佔比
提升至14%。
淨增銷售點307個。訂貨會訂單方面，以吊牌價計

算，來自特許經銷商的李寧品牌產品連續十三個季度
錄得按年增長，最近一期訂貨會簽訂的2017年第三季
度訂單，按照集團訂貨會訂單精準化的策略，按年錄
得低單位數增長。

李寧多賺44倍不派息 股價挫7.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滇池水務（3768）
由今日起至29日公開招股，招股價介乎3.91元至4.7
元，以每手1,000股計，入場費約4,747.36元。公司引
入四名基石投資者，昆明產業開發認購2,970萬美元股
份，雲南省投資控股認購3,260萬美元股份，北控水務
（0371）認購2,300萬美元股份，中國水環集團認購
1,000萬美元股份。
以中位數計公司集資淨額約12.19億元，集資所得

的部分資金將用作投資老撾項目，公司未來亦計劃於
東南亞地區發展。副總經理羅雲指，老撾項目投資額
約6,000萬元人民幣，於本月開工，明年完成建設。財
務總監楊陽指，尋找新項目會有以下考慮，包括至少
收益率達8%、當地政府的能力及當地的法律制度，而
海外項目要求的回報率會略高於國內。董事長兼總經
理郭玉梅表示，計劃未來兩年的派息比率將不低於
50%。

高門稱技術故障延遲記招
創業板方面，本港夜場股高門集團（8412）今日至

29日招股，發售價0.25至0.35元，計及手續費每手1
萬股入場費最多3,535.27元，預計集資淨額約為3,880
萬元，資金將用於開設兩間運動主題酒吧。
高門主席吳繩祖表示，兩間運動主題酒吧初步傾向

選址上環、灣仔
一帶，蘭桂坊租
金太貴，未必會
考慮。對於現時
本港消費市道疲
弱，公司逆市擴
充，他認為悠閒
式餐飲順逆市也
有需求，反而高
端餐飲更受零售
租務市場的市況
變動影響。
近日數隻創業

板新股上市遇
阻，高門集團記者會臨時延誤引來猜測。吳繩祖主動
解釋，臨時延誤是由於技術故障，自己本人早已到
場，並不是其他原因。
滄海控股（2017）和興瀘水務（2281）昨孖展截
止。據悉6間券商合共為滄海借出近10.535億元孖展
額，相當於公開發售超購逾28倍，興瀘水務則未足
額。昨第二日招股的進階發展（1667），5間券商累
計為其借出近1.26億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超購
9.5倍。

滇池水務今招股4747元入場

■■中國移動董事長尚冰中國移動董事長尚冰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高門主席吳繩祖 陳楚倩 攝

■■嘉里物流總裁馬榮楷嘉里物流總裁馬榮楷((右二右二))表示表示，，集團積極提升集團積極提升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服務能力沿線國家的服務能力。。 莊程敏莊程敏 攝攝

們歡迎Takung Art Company來到紐交
所，在這裡，這家企業可以和其他創新

型公司一起，利用紐交所結合了領先技術和人力
監管的市場模式，使其上市並買賣他們的股
份」，紐交所全球上市總監John Tuttle說。「我
們期待為該公司及其廣大股東提供我們市場的獨
特優勢。」
「轉板到全球三大交易所之一的紐交所，是
Takung Art Co., Ltd.的重要里程碑」，Takung
Art Co., Ltd.首席執行官肖笛說。「公司在過去兩
年成長得很快並且獲利良好，我們相信，在紐交所
買賣將為我們提供更大的曝光度，並提高我們股票

的流動性。Takung Art Co., Ltd.現在能夠吸引更
廣泛的投資者和機構，進一步提升股東價值。我們
感謝紐交所團隊為達成這一成果所提供的一切協
助，我們很高興進入公司發展的下一個階段。」

關於Takung Art Co., Ltd.
Takung Art Co., Ltd.總部位於香港，是一家為
各類文化藝術品提供綜合性互聯網交易服務的線
上交易平台。平台可滿足藝術品消費者、收藏
者、投資者、創作者及經營者的不同市場需求，
通過藝術品電子化交易模式的運營使多種角色參
與到蓬勃發展的藝術品市場中。

Takung Art Co., Ltd.
在紐交所上市交易

為世界主要華語地區提供文化藝術品線上交易與展示等服務的網絡平台Takung

Art Co., Ltd.正式宣佈，其普通股已獲准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該企業的普通股已

於當地時間2017年3月22日在紐交所以股票代碼「TKAT」開始交易，交易當日亦

在紐交所舉行了盛大的開市敲鐘慶典活動。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