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一方面是史

上最嚴厲的調控貫徹全年，另

一邊廂卻是地產發展商全年的

銷售大幅增長。進入 2018

年，陸續有內房企發出正面盈

利預告，碧桂園(2007.HK)和

保利置業(0119.HK)昨天同發

盈喜，碧桂園料2017年淨利

潤增逾90%，保利更稱2017

年度淨利增長不少於27倍。

宏調無阻保利多賺逾27倍
內房去年大豐收頻發盈喜 碧桂園料淨利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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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置業 2016 年度的淨利為
8,075萬港元；去年上半年淨利

為6.29億港元。按公司公告，2017
年度公司淨利不低於21.8億港元。
公司指出，預期2017年底止年度淨
利潤較2016年度增長不少於27倍，
主要由於以下因素：包括2017年年
度內集團毛利增長，年度內人民幣
升值導致匯兌收益增加等帶動，此
外，集團於收購的聯營公司的權益
按公允價值產生盈利亦令去年度的
淨利上升。

去年限購限售 收緊按揭
另一大型內房企碧桂園同日公
告，預期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淨利潤及公司股東應佔利
潤，與上年度相比將錄得大幅增
長，其中公司股東應佔利潤與上年
度相比預期將錄得超過 90%的增
幅。其向港交所提交的文件顯示，
淨利潤大幅增加的原因，包括可確
認收入的物業增加、物業的平均售
價及毛利率大幅成長。碧桂園會在3
月下半月公佈2017年業績。

2017年內地實施了嚴厲的調控，
去年3月開始，各地方因城施策，除
了收緊限購之外，不少城市還對已
購入的住房出售實行設限，最長的
要5年後才能轉售；銀行則提升一套
房和二套房按揭利率，三套房基本
不能借貸，同時政府紛紛推出轉購
為租等政策，鼓勵居民租房。

滬史上最大地塊底價成交
雖然政策多而嚴，不過由上市房

企公佈的銷售數字看，銷售額卻一
直上升，恒大(3333)全年銷售更突破
5,000億元人民幣。今年1月，中國
金茂(0817)已率先發佈，預期2017年
利潤增長不低於 80%；中國奧園
（3883）預期純利增加至少75%。

另外，上海昨天舉行新春前最後
一次賣地。浦東新區北蔡Z000501
單元01-01等地塊，總佔地面積25.4
萬平方米，為上海有史以來掛牌出
讓的最大一幅地塊，地上總建築面
積約137.5萬平方米，最終以底價
137.7億元人民幣被上海地產集團、
申通地鐵及浦東軌道交通建設有限
公司聯合競得。
巨型地塊的地上建築面積中包含

約103.7萬平方米辦公面積（相當於
5座上海國金中心）、27.5萬平方米
商業面積及6.3萬平方米文化面積，
規劃最高建築 200 米。地塊要求
100%全部自持，最遲2026年全部竣
工，並代建地塊內8條市政道路及公
共管線，預計總投資近5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保監會網站
昨公佈，在對部分財險公司備案產
品隨機抽查的過程中，發現19家險
企存在問題產品1,672個，已於近
日向19家財險公司下發監管函，對
問題產品責令停止使用。

涉1672個產品
保監會結合公司自查整改情況以

及日常監管情況，選取部分財險公
司作為檢查對象，對在用備案產品
進行隨機抽查，發現19家檢查對象
存在問題產品1,672個。針對發現
產品問題，近日，中保監向19家財
險公司下發監管函，對問題產品責
令停止使用，並對其中情節嚴重的
10家公司要求在三個月內禁止備案
新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農險產
品除外）。
財險產品主要存在的問題主要包

括：產品創新偏離了保險主業，盲
目追求與大資管和互聯網金融的接
軌，片面突出產品的短期、高頻、

高收益和理財特性，背離了保險保
障和穩健經營的要求。其次，有些
產品創新違背了保險利益原則、損
失補償原則等基本保險原理，開發
承保投機風險、賭博風險的保險產
品，保險產品異化成對賭工具。
有些公司將產品創新錯誤理解為

炒作概念和製造噱頭，產品創新主
要為了吸引眼球、製造話題，忽視
了保險產品本身的保險保障功能作
用，銷售過程中博出位，理賠時不
能發揮風險轉移功能。此外，有些
產品定價不合理，沒有遵循精算原
理，費率調整隨意性較大，預定損
失率和費用率倒掛，個別產品費用
率達90%，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

堅持高管和機構雙罰
中保監強調，下一步將把治理財

產保險市場亂象作為工作重中之
重，繼續以農業保險和商業車險為
抓手，堅持從嚴整治、從重問責，
堅持高管和機構雙罰，對於影響惡

劣、屢查屢犯的機構和人員綜合運
用罰款、停止新業務、停用產品、
吊銷經營許可證、撤銷任職資格等
措施實行頂格處罰，嚴厲打擊違法
違規行為。
保監會日前召開2018年全國財

產保險監管工作會議指出，保監會
稱2017年財險業服務大局取得新
成果，內地的財產保險行業保費收
入首次突破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大關，達到10,541億元，同比
增長13.8%；行業提供風險保額
3,030萬億元，同比增長136.2%。
其中責任險提供風險保障金額

252萬億元，同比增長113.6%，其
中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為1.6萬餘家
企業提供風險保障306億元。巨災
保險出單244萬筆，風險保障金額
達1,055億元。截至2017年末，各
財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均達
標，行業核心償付能力溢額達
2,915億元，綜合償付能力溢額達
3,610億元。

中保監查處19險企問題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上海總
部發佈《2018年1月份上海市貨幣
信貸運行情況》指出，2018年 1
月，上海市1月個人住房貸款增加
26.2億元，同比少增208.16億元。
當月，上海市貨幣信貸運行平穩，
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同比多
增，主要是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放
增加較多；本外幣各項貸款同比少
增，個人住房貸款增量持續回落，
新增個人消費貸款中近七成為汽車
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A股昨日誕生史上「最熊
次新股」，養元飲品（603156）前
日首發，昨日即告跌停，創下新股
最快跌停紀錄。滬深大市則衝高回
落，滬綜指最多升逾2%，一度觸
及3,219點，至收市升幅一路收窄
至0.98%，報3,184點。

上市一波三折 首日升44%
養元飲品在內地植物蛋白飲料行

業中產銷量排名第一，其發行價高
達78.73元（人民幣，下同），為
2015年11月IPO重啟之後的第二
高價股，僅次於首發價達88.67元
的億聯網絡。
公開資料顯示，養元飲品上市之

路一波三折，2011年，養元飲品首
次向證監會提交IPO申請，然而，
在上會前夕，因「尚有相關事項需
要進一步落實 」，中證監發審委
取消了對養元飲品的審核，隨後養
元飲品多次衝擊A股均未果。2017
年10月，養元飲品再向A股發起衝
擊，不過在2017年11月10日被暫

緩表決。被暫緩表決時隔一個月
後，2017年12月12日養元飲品終
於成功過會。
周一上市首日，養元飲品毫無

懸念地上漲 44%。不過好景不
長，昨日早市該股小幅低開
0.34%，開市一分鐘內更是直線插
水，股價瞬間暴跌逾8%，之後歷
經數波震盪，10點過後直接封死
跌停板，收市下跌10%，股價報
102.03元，當日換手率高達18%。
有業內人士直言，以目前的 IPO
發行節奏，新股不再如此稀缺，
一些不具備核心競爭力的次新
股，容易被資金拋棄。
即便養元飲品昨日跌停，但最新

總市值仍錄得549億元，在食品飲
料板塊中，除去茅台等白酒類企
業，僅有伊利股份、海天味業、雙
匯發展的總市值超過500億元。
受養元飲品連累，昨日A股次新
股板塊整體表現不佳，逆勢收跌近
1%。但滬深大市周一止跌反彈
後，昨日表現頗為亢奮，在房地
產、銀行、保險、券商等權重股帶

動下，滬綜指一度站上3,200點大
關，但因臨近春節假期，投資者趨
保守，之後衝高回落，升幅收窄。

兩市升不足1% 保險股漲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4點，

漲 30 點 或 0.98% ； 深 成 指 報
10,362點，漲70點，或0.69%；創
業板指報 1,648 點，漲 0.51 點或
0.03%。惟交投並不活躍，兩市僅
成交3,471億元。保險板塊大漲近
3%，旅遊、房地產板塊升逾1%。
樂視網再陷欠款風波，據悉，誠

邁科技因與樂視移動、新樂視智
家、宇龍通信等存在合同糾紛，於
近期向有關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
分別提起了訴訟、仲裁申請。其
中，誠邁科技與樂視移動簽訂《樂
視手機及相關設備測試項目協
議》，但樂視移動未按照合同約定
支付服務費，目前尚未支付的服務
費為283.25萬元。另外，新樂視智
家尚未支付的服務費有兩筆，分別
為300.21萬元、106.66萬元。昨日
樂視網再度大跌6.73%。

A股虎頭蛇尾 養元飲品極速跌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越秀房地產投資信
託基金（0405）昨公佈去年全年業績，受惠於財務收
入大升逾20倍及融資開支減逾60%，公司除稅後溢
利按年增101.8%至14.37億元（人民幣，下同），每
個基金單位基本盈利為0.49元，按年增加96%。每個
基金單位末期分派0.1775港元，同比增長近5%。

關注內地一二線地區物業
越秀房託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林德良昨日表示，公

司將繼續秉持穩定增長的經營方針，故沒有為總資產
規模訂下目標。物業收購方面，會繼續關注內地一、
二線核心地段的物業，潛在回報高的物業才會進行收
購。他續指，受惠於內地經濟持續平穩增長，預料公
司其他位於廣州與上海的物業租金收入將繼續上升。
不過，公司旗下位於廣州越秀區的批發商場白馬大

廈，去年度的經營收入按年減少8.9%至3.66億元。
對此，公司副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程九洲解釋，該商
圈去年新增了2個商場，越秀區商場出現供給不平衡
的問題，若白馬大廈加租的話，可能會令市場及商戶
有激烈反應甚至令現有租客流失，因此去年白馬大廈
的租金收入下跌。為增加白馬大廈的競爭力，公司將
推動對白馬大廈的第二次轉型升級，與第一次轉型升
級不同之處是，此次升級較着重於打造產品優勢。
公司將為白馬大廈推出「雙百計劃」，旨在從內地
其他區域以及海外引入100個優秀品牌，換走較老舊
的品牌。此外，亦會重點挑選並扶持白馬大廈的100
家商戶，透過市場營銷、渠道拓展及全國參展等措
施，以提升這些商戶的營運表現，令白馬大廈的潛在
租金可回復上升勢頭。

去年已部署應對美加息
談及美國加息對公司的影響，林德良稱公司去年已

提早部署，通過境外29.5億港元融資置換到期融資，
即使去年美聯儲加息3次，基金融資平均成本率還由
年初的3.29%下降0.13個百分點，至年末的3.16%，
因此美國加息對公司財政的負面影響不大。越秀房託
基金昨收報5.14港元，升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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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個人住房貸款
增速續回落

■越秀房託去年收入大升逾20倍。左起為越秀房託副行政總
裁程九洲，主席林昭遠，行政總裁林德良及財務總監關志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雖然內地去年
不斷出招調控樓
市，但內房企普
遍錄得銷售佳
績。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