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2828日日（（星期六星期六））財  經  新  聞B2 ■責任編輯：梁麗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中信國際電訊（1883）上市十周

年誌慶昨晚在港麗酒店舉行。中

信集團及中信股份副總經理蔡希

良在酒會上致辭時指出，中信國

際電訊創立20周年、上市10周年

來不斷進步，目前已經成為亞太

地區最大的國際電訊服務提供商

之一，在全球電訊市場上佔有一

席之地。他強調，中信集團正在

努力拓展「互聯網+」、通訊產業

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轉型升

級，尋求新的發展機遇。

中信國際電訊強攻互聯網+
上市10年 主席辛悅江：網絡已覆蓋「帶路」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
截止2017年9月30日止季度合併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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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575,607.59 1,025,019,898.61 0.2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484,842,802.96 487,950,869.26 -0.64

年初至報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125,837.37 -7,174,987.82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716,448,536.18 661,841,322.16 8.2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0,088,364.23 14,210,938.97 41.3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8,575,976.35 7,644,539.52 12.18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07 2.85 增加1.2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1、本公司會計報表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頒發的《企業會計準則》及其相關規定編製，本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2、本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登載於《上海證券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指定國際互聯網網址：http//www.sse.com.cn。
3、本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報告正本置於公司備案
　　地址：中國·上海市海防路421號3號樓3樓董事會秘書室
　　電話：86-21-62712002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10月28日

股票代碼：600272  900943  股票簡稱：開開實業  開開B股  編號：2017-022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三季度經營數據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根據《上市公司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五號——零售》、《關於
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三季度報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現將公司2017年三季度主要經營數據披露如下：
    一、門店變動情況
截止至2017年9月末，公司經營的零售門店數為30家，建築面積為7,890.82平方米。2017年1-9月，公司對經營門店有
所調整，零售門店總數共減少2家，建築面積增加108.19平方米。
    二、報告期內主營業務銷售情況
2017年1-9月，公司累計實現主營業務收入69,328.90萬元，毛利12,848.04萬元，毛利率為18.53%。
    公司經營門店分行業銷售情況具體如下：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營業收入比同期增減（%） 營業成本比同期增減（%） 毛利率比同期
增減（%）

醫藥類 21,751.50 16,591.02 23.72 5.37 6.77 減少1.01個百分點
服裝類 492.25 310.32 36.96 -22.48 -25.26 增加2.34個百分點
合計 22,243.75 16,901.34 24.02 4.54 5.94 減少1個百分點

    以上經營數據源自公司報告期內財務數據，未經審計，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審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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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加上海轄區上市公司投資者集體接待日活動的公告

    特別提示：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
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為進一步加強與投資者的互動交流工作，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將參加由上海上市公
司協會、上證所信息網絡有限公司共同舉辦的「2017年上海轄區上市公司投資者集體接待日」活動，現將有關事項公
告如下：
    本次集體接待日活動將在上證所信息網絡有限公司提供的平台，採取網絡遠程的方式舉行，投資者可以登錄「上
證路演中心」網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關注微信公眾號：上證路演中心，參與公司本次投資者集體接待
日活動，活動時間為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下午15:00至17:00。
    屆時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強先生、董事會秘書劉光靚先生及計劃財務部經理鄒靜女士等相關人員將通過網絡在
線交流形式與投資者就公司經營管理情況等投資者關注的問題進行溝通。
    歡迎廣大投資者積極參與。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證路演中心微信公眾號：

ANNOUNCEMENT OF EQUITY PLEDG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entire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BoD”)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re’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its content.
On Oct. 27 of 2017,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receive the notice from 
it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the Grand China Air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rand China Air), that the Grand China 
Air pledged the circulation shares of the Company held by it to the 
ICBC (Yangpu Branch).The related pledge procedures had been 
completed at the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 Ltd. 
(Shanghai branch). Following is the trading details: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ledge
Mortgagor: The Grand China Air Co., Ltd.
Time, Share Amount, Pawnee and Proportion of Pledged Shares: 
On Oct. 25 of 2017, the Grand China Air pledg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100,000,000 shares, 0.60% of total shares amount) held by it 
to the ICBC (Yangpu Branch). 
1.3 Share Type: Circulation share without trading restrictions
1.4 Pledge Term: From Oct. 25 of 2017 to Feb. 6 of 2021
1.5 As of th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the Grand China Air holds 
4,089,167,580 shares of the Company directly, taking 24.33%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Presently, the total pledged shares 
accounts for 4,088,032,301 shares, taking 24.32%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and 99.97% of the total share amount of the 
Company held by the Grand China Air. 
2. Purpose of the Pledg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quity pledge by the Grand China was to 
solve its operating funds demand. 
3. Repayment Ability
The sources of the repayment capital would be mainly from investment 
income.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Grand China is stable, its credit 
situation is good, and has strong performance ability. 
4.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credit situation of the Grand China is good, and has strong 
performance ability. The risk of above equity pledge is in controllable 
range. There is neither possibility of liquidation nor mandatory 
liquidation.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factor that may lead to the change of 
the actual control right of the Company. As the subsequent emergence 
of risk, the Grand China would take meas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upplementary pledge, advance repayment, etc. ) to deal with. 
If there’s other substantial changes, the Company would disclose 
relevant information timely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5.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5.1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f Securities Pledge issued by the CSDC 
(Shanghai)
5.2 Notice of Equity Pledge issued by the Grand China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Oct. 28, 201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
美國上市公司Cleantech Solutions
International(Nasdaq:CLNT) 以 價
值300萬港元股票，及注資7位數
字資金，收購本港共享經濟概念
公司全民速遞51%股權。全民速
遞創辦人兼營運總監譚諾文昨於
發佈會上表示，未來希望優化手
機應用程式平台，並預計在一年
後進軍東南亞市場，暫時屬意越
南及印尼。

共享概念送貨服務
據介紹，全民速遞於2015年成

立，寄件或發貨用家只需登入網

頁或使用「Anyway」手機應用程
式，便可聯絡在目前身處地點附
近的「已登記送件員」即時上門
收件並於指定時間內幫忙送達，
以標準兩小時甚至更短時間內把
信件或貨物送到全港任何地方。
全民速遞推出9個月內，已超過

2,000人登記成為送件員，並成功
送件超過6,000件，期望未來兩至
三年，送件員可增加至20萬人。
送件員平均每小時可獲60元。
他又指，未來6至9個月會透過

母公司集資8至9位數字資金，收
購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的公司，例
如大數據及數碼營銷公司。

「全民速遞」計劃進軍東南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
聯通(0762)及中電信(0728)昨雙雙公佈
首三季業績，期內前者權益持有者應
佔盈利為40.54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升1.6倍；後者亦錄得股東應佔
利潤185.02億元，按年增5.5%。

4G用戶達1.6億戶
中聯通公告顯示，首三季收入

2,057.8億元，按年跌0.66%。其中，
服務收入升4.1%至1,878.8億元，移
動服務收入亦升 6.7%至 1,170.4 億
元。移動出賬用戶淨增1,304萬戶，
達到2.77億戶，移動出賬用戶ARPU
為 48.4 元，比 2016 年全年平均的
46.4元增加4.3%；其中4G用戶淨增
5,573萬戶，達到1.6億戶，4G用戶
ARPU為65.6元。九月份移動出賬用
戶淨增和4G用戶淨增同創今年新
高，分別達到382萬戶和756萬戶。
另外，首三季的固網寬帶用戶達到

7,741 萬戶，比去年底淨增 217 萬
戶，但固網寬帶接入ARPU比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固網服務收入為696.18
億元，與去年同期持平。整體服務收
入為1,878.80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4.1% ，升幅較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
3.2%持續提升。
中聯通表示，考慮到集團於9月起

取消國內移動漫遊長途費，以及預期
市場競爭將會周期性加劇，預計今年
第四季度財務表現將面對較大壓力。

中電信首三季賺185億
至於中電信，首三季股東應佔利潤

為185.02億元，按年增5.5%。經營
收入為2,747.02億元，其中服務收入
為2,497.22億元，按年上升7.0%。
期內，移動用戶數約2.41億戶，淨增
2,556萬戶，其中4G終端用戶數1.68
億戶，淨增4,565萬戶。
固網業務收入實現良好增長，期內

有線寬帶用戶數達到1.31億戶，淨增
819萬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昨日報道，海航集團正
在洽談收購電商企業當當網的控股股權，對當當網
的估值可能超過10億美元。消息人士表示，當當
網也在與其他潛在投資者洽談。當當網則證實，已
有多家投資者接洽，公司尚未接受任何收購提議。
消息人士表示，最新交易對當當網的估值有可能

在80-100億元人民幣。消息人士稱，海航計劃從當
當網管理層收購多數股權，主要是董事長俞渝和首
席執行官李國慶。收購如若成功，海航將得到一個
內地主要的電商平台。當當網原來是內地一家領先
的網上書店，如今發展為有逾14,000家網店的電商
平台，所售產品從DVD、化妝品、服飾到傢具等
不一而足。當當網2010年在紐約證交所上市，去
年進行私有化交易，該交易為當當網估值5.56億美
元。

■中信國際電
訊上市十周年
誌慶昨晚在港
麗酒店舉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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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傳洽購當當網

■全民速遞創辦人譚諾文（右）與
Cleantech首席執行總裁葉德賢昨日公
佈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

印度oksir登陸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印度一站式服務
分類平台「oksir」昨正式登陸香港應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創辦人與行政總裁Arun Kapoor
於本港出席記者會時表示，香港是「oksir」首個海
外擴張的地區，亦是亞太區業務發展總部，期望
「oksir」能於三年間達至收支平衡。將來會進一步
把業務擴展至新加坡與大中華地區，以達至「任何
拿着智慧型手機的人都是其消費者」的目標。
據Arun Kapoor介紹，該程式提供各式分類服
務，包括家政、美容、汽車和電器服務等，於
2015年在印度推出後，已有超過5萬名登記商戶及
每月超過1萬單成功配對服務個案。由於不足一年
便取得成功，加上得到一位天使投資者投放500萬
美元，故他決定於去年在香港設立辦公室，向海外
擴張。他認為，香港是知名的國際大都會，加上港
人熱愛線上消費，因此在港業務大有可為。

蔡希良認為，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
建設網絡強國和數字中國，加強

信息網絡基建設施，當前5G 、物聯
網、大數據、雲計算等互聯網技術風
起雲湧，「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等戰略深入推進，中信集團也正在
努力拓展「互聯網+」、通訊產業和戰
略性新興產業等業務。

集團繼續以內地為基礎
他希望，中信國際電訊秉承成為互

聯網化電訊公司的願景，通過技術創

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不斷突破
發展。
他續指，中信國際電訊是港澳居民

基礎通訊服務的提供者和保障者，架
起溝通內外的橋樑，為促進改善民
生、促進美好生活貢獻了力量。中信
國際電訊作為集團信息產業板塊的旗
艦企業，是中信集團實業投資的重要
組成部分，對中信綜合優勢和整體協
同效應的發揮，具有重要作用。
同一場合，中信國際電訊主席辛悅

江透露，公司在「一帶一路」上已經

形成有效連接和覆蓋，成為亞太領先
的跨國電訊和ICT綜合性服務集團。
上市以來，公司不斷努力成為一家以
內地市場為基礎，以港澳為基地和橋
樑的公司，加快實現向國際市場拓展
和覆蓋的戰略目標。

全球網絡接點達120個
他強調，公司由以服務運營商的國

際電信業務為主，逐步轉變為覆蓋國
際業務、企業服務、區域性綜合典型
業務的三大板塊，在全球部署了120

個網絡接點，鏈接全球600多個運營
商，服務逾3,000間大型跨國企業和4
萬多家區域型企業。
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

書長（通訊及創意產業）利敏貞，中
聯辦經濟部副部長雷海秋，澳門郵電
局局長劉惠明、中信泰富董事長及總
裁張極井，中信泰富董事劉基輔，中
信集團總經理助理羅寧，中信股份香
港業務發展總監許琳，中信國際電訊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林振輝等政商界
人士出席了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