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管局：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明顯緩解

中移動首季淨利同比增長3.7%

鏈家年內或啟A股IPO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監會對金

融機構的整頓延伸到信託業務。外

電消息指，中國銀監會信託部主任

鄧智毅在本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

當前雖然信託業風險水平整體可

控，但信託業風險正在加快暴露，

與其他行業風險相互傳染性增，信

託業實際風險水平可能會比預估要

高。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銀監會對當前
信託業風險定調為「正在加快暴露，

與其他行業風險相互傳染性增強」，實際
風險水平可能高於預估，要求避免交叉傳
染，堅決守住風險底線。
鄧智毅表示，要合理控制熱點城市房地
產信託業務規模，堅決遏制房地產投機需
求，要高度重視熱點城市房地產走向和大
型房地產企業集團經營狀況，做好風險預
判和防控。

部分公司變相做房產信託業務
目前有部分信託公司以產品嵌套、設置
中間級等方式變相放大證券投資信託槓桿
比例，以及通過明股實債等方式變相開展
房地產信託業務。
信用風險是信託資產面臨的主要風險。
鄧智毅稱，隨着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

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很多新
的風險隱患還在不斷積累，要關注信託公
司以各種接盤方式處置風險的真實性等，
通過評級抑制信託資產規模虛胖，抑制過
分依賴通道類業務，防止把信託業務做成
影子銀行。

必須強化信用風險識別監測
鄧智毅要求，信託公司要進一步強化信用

風險識別監測，特別關注通過產品嵌套、非
標資金池、表內外互相接盤、母子公司關聯
交易等方式騰挪、隱匿風險的行為。
同時，加強重點領域信用風險防控以及妥

善化解風險。包括高度重視熱點城市房地產
市場走向和大型房地產企業集團經營狀況，
提前做好風險預判和防控工作；嚴查房地產
信託通過明股實債、投資合夥企業、資管產
品和特定資產收益權、投向房地產上下游企
業等方式，變相開展房地產信託業務，規避
房地產貸款監管要求，或為其他機構違規開
展房地產金融業務提供便利。
截至2016年末，內地全行業受托管理信

託資產餘額20.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24.01%。信託風險資產餘額1,175.39
億元，比年初增加 202.09 億元，風險率
0.58%，比年初下降0.0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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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陳嘉明、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桂江生  及會計機構負責人鄒曉璐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

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減(%)

總資產 32,796,133,092.94 31,741,039,188.79 3.3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9,462,627,249.52 9,214,584,464.08 2.69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77,228,251.39 319,139,035.18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3,794,547,830.43 3,775,359,862.36 0.5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38,991,845.15 219,355,821.86 8.9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233,409,246.30 215,099,362.58 8.51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56 2.67 減少0.11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1 9.52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1 9.52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22,898.38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
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57,305.19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3,784,773.0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974,472.35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67,141.93
所得稅影響額 -278,195.24
合計 5,582,598.85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64,320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

況 股東性質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84,220,364 47.35 0 無 國有法人
GIC PRIVATE LIMITED 13,771,891 1.35 0 未知 其他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13,741,800 1.34 0 無 國家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996,223 1.27 0 無 國有法人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零組合 12,094,210 1.18 0 無 其他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六組合 10,258,798 1.00 0 無 其他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7,452,571 0.73 0 未知 其他
THE HIGHCLER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EMERGING MARKETS SMID FUND 6,712,032 0.66 0 未知 其他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證上海國企交易型開放
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6,553,545 0.64 0 無 其他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4,644,106 0.45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股
的數量 股份種類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84,220,364 人民幣普通股
GIC PRIVATE LIMITED 13,771,891 境內上市外資股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13,741,8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996,223 人民幣普通股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零組合 12,094,210 人民幣普通股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六組合 10,258,798 人民幣普通股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7,452,571 境內上市外資股
THE HIGHCLER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EMERGING 
MARKETS SMID FUND 6,712,032 境內上市外資股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證上海國企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
金 6,553,545 人民幣普通股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4,644,106 境內上市外資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前十名流通股的其他股
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
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股東
之間未知其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陳嘉明

日期 2017年4月19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李昌鴻）內地房地產市
場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外匯管理
局昨日發佈數據顯示，今年3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483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2月減少209億元，逆差連續三個
月收窄。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
春英表示，一季度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明顯緩解，外匯供求
趨向基本平衡。另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預期大幅減
弱，中國會繼續謹慎有序推動資本賬戶開放。
王春英在國新辦記者會上引述數據稱，今年一季度銀行

結售匯和涉外收付款逆差大幅下降。按美元計價，一季度
銀行結售匯逆差409億美元，同比下降67%；銀行代客涉
外收付款逆差252億美元，同比下降78%。

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逐月收窄
同時，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逐月收窄，1月至3月份分

別為156億、101億和70億美元。「如綜合考慮即期、遠
期結售匯以及期權等相關影響因素，2月以來外匯供求呈
現基本平衡。」
王春英表示，未來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總體仍會朝着均衡
的方向發展，我國跨境收支仍具有良好的穩健基礎。隨着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的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彈性
將進一步增強，有利於促進跨境資金流動有進有出、雙向
波動；同時經常賬戶持續順差，外匯儲備仍然充裕，有能
力維護外匯收支平穩運行。
對於美聯儲加息，王春英認為，中國應對和適應能力已大

幅提升，美逐次加息對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在減弱。

人幣對美元貶值預期大幅減弱
對於美國沒有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王春英回應稱，中

國不屬於匯率操縱國，這是客觀事實，中國沒有必要利用匯
率貶值促進出口。中國也不符合美國財政部認定匯率操縱國
的標準。另外，從期權市場風險逆轉指標的變化來看人民幣
匯率預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預期大幅減弱。
王春英說，中國將審慎有序推動中國資本賬戶開放。資
本賬戶開放進程應與經濟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狀況以及金
融穩定性相適應。在不同時期，應該充分考慮內外部多重
因素，找準資本賬戶開放重點、節奏和步驟等。此外，構
建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市場監管體系，維
護健康、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進一步完善匯率形
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李昌
鴻 ）內地房地產市場進入存量交易時
代，使得地產中介逐漸被資本所青睞，中
介機構證券化亦有提速趨勢。近日有消息
稱，鏈家經過幾輪融資，在接受了多家房
企、互聯網巨頭的入股後，或最快於今年
下半年進行A股IPO，至此，其估值也突
破400億元（人民幣，下同），相較七年
前有了逾40倍的增長。

多家企業巨頭已入股
日前鏈家接受萬科30億元入股的消息

使得其要啟動 IPO的消息再次被人提
及，此次投入的30億元中，26億元入股
鏈家地產，另外4億元入股鏈家系其他公
司，持股比例未有透露。不過，今年1月
融創中國同樣以26億元入股鏈家，並獲
得6.25%股權。
回顧鏈家的融資過程，是個跳躍式的

增長。早在2010年時，鏈家在A輪融資
中獲得近千萬美元注資，後據當時鏈家地
產副總裁林倩透露，那次融資後稀釋了鏈
家7.5%的股權，而當時鏈家的估值還不
到10億元價值。
之後業內便盛傳鏈家有IPO打算，特

別是2015年鏈家與上海德佑地產合併之

後，因在業內佔有率擴大，短短時間內便
吸引巨額融資。

現時估值達416億元
到了2016年，鏈家便完成了60億元的
B輪融資，包括百度、騰訊等互聯網巨頭
參投，估值也一躍而上到了368.5億元。
今年初在獲得融創入股後，估值更是達到
416億元。
對於各路房企、互聯網相繼投資地產

中介機構，業內認為是中國樓市現狀決定
了存量房交易將在未來具有很大優勢，從
中指研究院統計顯示，去年前11個月
裡，北京、上海、深圳三大一線熱點城市
裡，存量房交易數量是新房交易的4.8
倍、3.3和2.4倍。萬科和融創都指看好鏈
家未來發展空間，融創還在公告中稱鏈家
在房地產存量交易市場上具有優勢。
這次鏈家完成C輪之後，業內稱其上市
可能性高。有投資人士稱，鏈家可以從一
個開放已久的、競爭性極強的二手房市場
中做到一家獨大，是此前行業內從未有過
現象，去年鏈家交易額已經超過1萬億規
模，是前年的一倍還多。另從融創公告透
露鏈家財務狀況來看，其淨利亦處連續高
增長勢頭。

滬指微升 釀酒醫藥股熱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A股連日不振，「喝酒吃藥」後似有
緩和。昨天釀酒、醫藥板塊發力，滬綜指
止步四連跌，但雄安概念則淪為「砸盤
俠」，板塊暴跌超5%。
滬指破位下殺，日線走出四連陰。早

盤滬深兩市慣性低開，滬指開盤跌
0.16%。國家外管局透露，一季度中國跨
境資金流出壓力明顯緩解，但消息未能提
振行情。午後，滬指一度下探3,148點，
尾市保險券商板塊拉升，大市反彈翻紅。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72點，漲1點

或0.04%；深成指報10,359點，漲10點
或0.1%；創業板指報1,850點，漲5點或
0.27%，兩市共成交 4,649 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前一交易日收窄287億
元。
釀酒板塊領漲大市，升幅近3%，其中
迎駕貢酒升7%，瀘州老窖、沱牌舍得升

5%，五糧液升近4%。貴州茅台盤中股價
突破 420 元後有所回落，但依然收漲
2%，報415元，續創歷史新高。醫藥製
造板塊亦掀高潮，桂林三金、馬應龍、凱
普生物漲停。

雄安新區板塊收市跌逾5%
雄安概念午後突然崩盤，京津冀、雄

安新區板塊收市暴跌了逾5%，保變電
氣、華斯股份、數字政通、棕櫚股份、銀
龍股份、金隅股份等跌停，樂凱膠片、寶
碩股份、廊坊發展、巨力索具、四通新材
等插水9%。
此外，上交所發行上市中心執行經理

顧斌周四公開表示，根據一季度發行速度
測算，2017年將延續去年11月、12月的
高速發行節奏，料2017年全年核發IPO
數量達500家，全年IPO融資額達3,000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移動(0941)公佈，
今年首季淨利同比增長3.7%，至248億
元(人民幣，下同)。公司一季度營運收入
為1,840億元，按年升3.7%，得益於通信
服務收入顯現良好的增長勢頭，並抵消了
手機終端銷售下滑的影響；移動ARPU

（平均每客每月消費）為58.5元。
公司首季EBITDA（除息稅、折舊及攤

銷費用前溢利）671 億元，同比增長
3%。截至3月底為止，該公司的移動客
戶總數約8.56億戶，其中4G為5.68億
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 工
銀亞洲昨公佈2016年度業績，稅後淨利
潤同比上升9.01%至74億港元，平均普
通股本回報率為9.82%。該行執行董事兼
行政總裁姜壹盛表示，去年成立了亞太業
務部發展「一帶一路」市場，在當地的貸
款約 200 億港元。他們與母行工行
（1398）當地分行合作進行業務，不過
工銀亞洲並無計劃收購母行海外資產。

大方向朝「一帶一路」發展
姜壹盛指今年在亞太地區並沒有實質

目標貸款額，視乎地區經濟發展、項目情
況和風險控制需要而定，但大方向是朝

「一帶一路」發展。除亞太地區業務外，
姜壹盛表示該行亦會積極推動零售業務，
現時業務佔收入少於10%，未來會是該
行業務的增長點，他不排除會收購資產管
理業務的機會，但需視乎情況而定。
工銀亞洲去年利息收入同比上升7.35%

至91.43億港元，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為
21.56億元。姜壹盛指出加息情況下，負
債成本上升比利息收益快，對利差管理造
成壓力。
該行貸款總額按年上升8.79%至4,197

億元，去年中資企業在香港高價投地，姜
壹盛表示該行亦有部分參與貸款，但有很
多沒參與，對比2015年的增長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
倩）評級機構標普昨在媒體電
話會議上表示，今年內地券商
利潤及資金波動性較去年減
少，由於當局對股市的監管及
干預措施已有所下降，相信監
管將表現正常化，整體行業風
險減低。標普全球評級信用分
析師伊鑫預計，隨着內地股市
波動性降低，今年券商資本水
平可保持穩定發展。

財富管理佔比增提升盈利
伊鑫表示，內地對證券商的

監管開始正常化，有助券商業
務穩定，有利營運的盈利能
力，監管機構還幫助券商建立
能夠抵禦風險及合規的文化。
他指出，內地股票市場呆滯，
交易佣金下跌，都減弱券商來

自經紀業務的收入貢獻，但內
地的新股發行開始復甦，支持
券商的投資銀行業務，而財富
管理業務佔比增加，可以帶來
利潤貢獻。
伊鑫指，內地股市情況變得

良性，可以為證券商提供持續
的強勁資本環境。大型券商在
融資方面，容易取得較佳利率
借貸，融資成本較為穩定，而
小型券商就較依賴短期借貸，
例如向商業銀行借款，但杠杆
比例仍然較低。
他提到，內地銀行不能直接向
證券商借出貸款，需要有抵押品
才可借出，例如債務及孖展融資
抵押等，還有證券商考慮以發債
形式融資。他又指，現時整體股
市仍然偏弱，不能預期證券商業
務可以快速增長。

工銀亞洲去年多賺9.01%

標普：監管正常化
助內地券商穩定發展

■國家外匯
管理局新聞
發言人、國
際收支司司
長王春英表
示，今年以
來中國跨境
資金流出明
顯放緩。

中新社

■據外電消息指出據外電消息指出，，中國銀監會中國銀監會
雖認為現時信託業風險水平整體可雖認為現時信託業風險水平整體可
控控，，但信託業風險正在加快暴露但信託業風險正在加快暴露，，
因此要求銀行控制樓市信託業務因此要求銀行控制樓市信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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