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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中期多賺 5%勝預期
2018年8月10日（星期五）

中移動中期業績撮要
項目

金額(人民幣)

變幅

3,918.32億元

+0.8%
(2.9%)*

3,561.2億元

+2.3%
(5.5%)*

1,458.86億元

+3.7%

股東應佔利潤

656.41億元

+4.7%

每股基本盈利

3.21元

+4.7%

1.826港元

+12.5%

移動客戶總數

9.06億戶

+4.5%

4G客戶

6.77億戶

+14.0%

■ 尚 冰
（中）笑言
「中國移動
不會變成中
國固定，還
能 移 得
動」。左為
董昕，右為
李躍。
莫雪芝 攝

58.1元

-6.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地龍頭電信商中移動（0941）

1.28億戶

+42.1%

昨率先公佈截至 6 月底半年業績，營業收入 3,918.32 億元（人民

34.8元

+7.3%

營業收入
通訊服務收入
EBITDA

中期股息

移動ARPU
家庭寬帶客戶
家庭寬帶
ARPU

*該收入變幅為對去年同期收入採用新收
入準則口徑計算
製表：記者 周曉菁

幣，下同），採新收入準則口徑計算按年增 2.9%，增速略有放緩；
股東應佔溢利同比增 4.7%至 656.41 億元，略勝市場預期；每股基
本盈利 3.21 元，派中期息 1.826 港元。提速降費政策等客觀因素拖
累公司移動 ARPU（每用戶平均收入）下降 6.6%至 58.1 元，董事長
尚冰在記者會上笑言「中國移動還能移得動」。

的 ARPU 和數據業務表現。他續指，上半
年已有的放矢，釋放部分風險，新舉措下
也會評估用戶的消費行為，取消漫遊費只
對當期收入影響較大，後期會控制成本，
繼續優化措施應對。行政總裁李躍補充，
上半年流量降費約為 56%，目標全年能維
持這一水平。

作為中國鐵塔（0788）最大股東，鐵塔公
司上市後中移動的持股由 38%降至 28.5%，
據財務總監董昕透露，中移動在其上市後能
獲得逾20億元的利潤收益，這一部分未納入
年中業績中，待發佈年報會有所體現。雖然
鐵塔上市，公司沒有派發特別息的計劃，依
舊會堅持派息率穩步提升。

家庭寬帶綜合ARPU增長7.3%

貿戰帶來直接影響十分有限

流量降費56% 全年水平料相若

另一邊，家庭寬帶業務穩步提升。李躍
指，將 2018 年的家庭寬帶客戶淨增數量目
標由原本的 2,100 萬提高至 3,000 萬戶，因
上半年已完成約 1,880 萬戶的淨增數量，行
業淨增客戶份額達到 57%，家庭寬帶綜合
ARPU亦同比增長7.3%至34.8元。

而內地自 7 月 1 日取消移動數據漫遊費，
業界擔心此舉或會進一步影響中移動全年

無意就鐵塔上市收益派特息

提及焦點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尚冰認
為，中美兩國保持穩定的經貿關係可利好
兩國共同發展，由於公司主要業務分佈在
境內，貿易戰對公司的直接影響十分有
限。雖美國政府在 7 月初駁回了公司 214 電
訊牌照的申請，但他強調會嚴格遵守各國
的法律法規，防控風險，且與全球各家電
訊服務商保持良好關係。

在昨午公佈業績後，中移動股價急抽，
全日收報71.3港元，升1.712%。
移動ARPU降6.6% 4G客增14%
受提速降費政策影響，中移動在上半年
4G 客戶總數增長 14%至 6.77 億戶的同時，
移 動 ARPU 從 去 年 同 期 的 62.2 元 下 跌 至
58.1 元。尚冰坦言，在政策驅動下，ARPU
下行壓力依舊存在，上半年推出的無限量
流量套餐導致使用價值下降，而新增用戶
也多以雙卡雙槽為主。尚冰表示，有信心
ARPU在業內繼續保持領先，「中國移動不
會變成中國固定，還能移得動」。

太古孖寶增派息 太地多賺

尚冰有信心 ARPU 續領先同業 笑言「還能移得動」

44
%

應佔內地已簽約銷售額減36%
受制於內地冷卻熾熱樓市的行政措施，

集團應佔內地已簽約銷售額權益減少 36%
至 72 億元人民幣。截至 6 月底，未確認銷
售額增加至 213 億元人民幣，涉及的面積達
90萬平方米。
集團主席兼常務董事吳天海昨於業績會
上強調，集團分拆九龍倉置業後，仍然是
以地產為主的公司，因除去分拆的收租業
務後，核心盈利中有八成多是地產業務，
同時集團業務會以賣樓為主，但賣樓業務
的波動會比收租業務高，而且入賬時間亦
會有偏差，故核心盈利受的波動會較大，
但讓不同投資者有不同的選擇，亦是分拆
的初衷。據業績報告，經調整後，集團收
入增加 4%至 78.23 億元，營業盈利增 84%
至27.68億元。
另外，他指，集團的派息仍會維持 30%
比率，有需要才會作出調整。

內地限價政策令發展商困擾
對於內地樓市限價政策，吳天海表示，
此舉令發展商困擾，亦對市場不健康，特
別是內地一線城市的批售價低至不合理，

但對業務表現幫助不大，同時船運行業
供應過剩，導致集團船隊價格上升空間
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鍾
昊華）太古股份（A 股：0019）
（B 股：0087）及旗下太古地產
（1972）昨一同公佈截至6月30
日中期業績，太古上半年股東
應佔溢利按年增 11%至 135.01
億元，太古地產賺 212 億元按年
增 44%。兩公司派發的中期息
皆上升，A 股每股派 1.2 元，B
股 每 股 派 0.24 元 ， 增 幅 達
20%；太地派發第一次中期息
0.27 元增 8%。太古財務董事劉
美璇昨在業績會上表示，過去 2
年派息基本持平，上半年調整
後股東溢利升幅達 4 成，故增加
派息2成，以回饋股東。

貿戰暫對業務無明顯衝擊
至於近日中美爆發貿易戰影響會否進
一步拖累業務表現，劉美璇相信，貿易
戰對全球經濟都會有影響，但暫未對集
團業務有明顯衝擊，人民幣貶值或影響
本港零售業務，但同時會帶動內地零售
業務增長，國泰航空（0293）亦可受惠
於美元走強；同時集團已經就鋁材成本
做對沖安排，期降低鋁價上漲帶來的影
響。

無意再售物業 樓市料續穩
太古地產早前出售鰂魚涌太古城中心
第三及第四期寫字樓項目，作價 150 億
元。行政總裁白德利表示，會將資金投
資於內地或香港的項目，現階段無意出
售其他物業。
白德利續指，日前多家銀行加息，理
論上利息上升，借貸成本增加，會拖累
地產市場需求，但目前來看本港樓市需
求依然強勁，樓市供應亦未有太大增
加，故預期下半年樓市與上半年表現相
若。

太古基本溢利大跌67%
太古股份中期業績報告顯
示，撇除物業重估等因素的基
本溢利為 12.65 億元，按年跌 67%；撇除
出售物業虧損及資產撇銷等經調速後基
本溢利錄得 30.26 億元，按年增加 40%。
A 股每股基本盈利 0.84 元，B 股每股基本
盈利 0.17 元。期內海洋服務部門錄得虧
損 45.5 億，較去年虧損 6.76 億元大幅上
升。太古飲料錄得溢利 8.8 億元；貿易及
實業部門溢利1.54億元。

太古新主席施銘倫未亮相

海洋業務虧損 料仍未見底

另外，是次業績發佈會原本由太古新
主席施銘倫主持，但最終未見其人。劉
美璇解釋，施銘倫因家有急事未能出
席，同時暫沒有重組集團架構或注入家
族資產的計劃。

海洋業務方面錄得持續虧損，劉美璇
直言對海洋業務目前的營商環境感到失
望，並坦言虧損尚未見底，並可能持續
一段時間，即使油價自年初持續上升，

內地樓市調控 九倉核心少賺 9%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沛其）九龍
倉集團（0004）昨公佈集團分拆九龍倉置
業（1997）後第一個中期業績，核心盈利
減少 66%至 25.27 億元，若將已分拆的九龍
倉置業撇除作比較，核心盈利減少 9%。若
計入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淨額及其它會計收
益及虧損，股東應佔集團盈利減少 66%至
28.6億元，撇除分拆九龍倉置業後，則減少
19%。每股基本盈利 0.94 元，派中期股息
0.25元。
集團核心盈利下跌，業績報告歸因於期
內發展物業和物流的貢獻下跌，前者的部
分原因為時間差別，而其它所有業務分部
則錄得增長。報告顯示，集團的內地發展
物業，按應佔份額計，收入減少 15%至
57.92 億元，營業盈利增加 45%至 18.38 億
元。期內落成和確認入賬的總樓面面積為
18.23 萬平方米，2017 年同期為 43.47 萬平
方米。

■劉美璇(左)
直言對海洋
業務目前的
營商環境感
到失望。旁
為白德利。
鍾昊華 攝

太古地產
中期業績撮要

太古股份
中期業績撮要
項目
收益

項目

金額(元) 按年變幅

金額(元)

422.65億

+5%

公司股東應佔
基本溢利

12.65億

-67%

調整後公司股東
應佔基本溢利

30.26億

+40%

■吳天海稱，集團的派息仍會維持 30%比
率。
梁祖彝 攝

A股

8.99

+11%

B股

1.80

+11%

吸引很多原本沒有興趣的投資者入市。他
指，會等內地政府批出接近市場合理價，
但不會無了期地等，上海有項目獲得較合
理預售證，預計將會於數星期後推出。

每股基本盈利
A股

0.84

-67%

每股盈利

B股

0.17

-67%

基本

A股

2.02

+40%

B股

0.40

+40%

A股

1.20

+20%

每股股息

B股

0.24

+20%

第一次中期

至於本港銀行上調按息，吳天海指，對
市場不一定是利好消息，亦不一定利淡，
一般市場對加息已有預期，只要加息幅
度與市場預期偏差不會太大，相信影響有
限。

營業溢利

73.09億

-37%

213.09億

+37%

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加息只要偏差不大 影響有限

收入

調整後每股盈利

每股第一次中期股息

基本
基本
（經調整）
列賬

62.19億

+34%

37.32億

-19%

212.05億

+44%

基本
（經調整）
列賬

1.06

+34%

0.64

-19%

3.62

+44%

0.27

+8%

騰訊回勇 港股 4 日升逾 900 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A股昨日
走勢強勁，帶動恒指連升 4 日，最多升近
370 點，高見 28,728 點，收升 248 點報
28,607 點，4 日來累升逾 900 點。騰訊
(0700)成為升市動力，該股一度重上 375
元水平，收市升 2.4%至 372.6 元，企穩
20 天線之上，成交重上近百億元水平，
使大市成交也略為增加至 914 億元。市場
人士相信，早前資金大舉流出科技股，
估值已跌至近短線可供「撈底」的水
平。
針對美國決定自 8 月 23 日起對約 160 億
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 25%關稅，中國
採取反制措施，亦將對約 160 億美元的美
國進口產品，加徵 25%關稅，並與美方
同步實施，涵蓋油品、鋼鐵產品、汽車

和醫療設備等。南華金融高級策略師岑
智勇認為，此舉意味着中美貿易戰進一
步升級，但由於早前有大量資金流出科
技板塊，特別是騰訊，故間接拖低了大
市。

股王下周放榜 資金低位短炒
岑智勇認為，部分資金藉下周騰訊公
佈業績前，在低位短炒一段，造成了恒
指近日的回升，並重上 20 天線。整體而
言，若港股短線能守着 28,000 點水平，
中線是有望反彈的。但他同時指出，騰
訊在遊戲市場面臨的挑戰愈來愈大，或
影響到其第三季盈利增長，同時對港股
的影響也大；建議投資者可待騰訊公佈
業績後，再行定奪入市策略，在現水平

追入該股，所面對的風險頗高。

內房股亮麗 中移動績優受捧
滬指收市升 1.8%，創業板指數更升
3%，帶動國指升逾 1%報 11,019 點。當
中內房顯著造好，成為大市焦點，融創
(1918)升 7%，恒大(3333)及萬科(2202)再
升半成。
企業進入業績高峰期，中移動(0941)的
業績優於預期，全日升 1.7%。太古系兩
股表現各異，太古地產(1972)擬不派特別
息，而出售太古城中心的股權，將用作
新項目發展，全日跌 1.8%。另一隻公佈
業績的港鐵(0066)，繼續受沙中線醜聞打
擊，該股再跌1.8%。
個股方面，據報平保(2318)已評估收購

按年變幅

■恒指連
升 4 日，
昨成交也
略為增加
至 914 億
元。
中新社

保誠(2378)亞洲業務的機會，惟保誠暫無
意出售，保誠以 184.3 元全日高位收市，
升幅 3.5%，但交投不足 37 萬元，只能算
是乾升。平保則升近 2%，同時刺激了友
邦(1299)升1.8%，為恒指進賬逾47點。

多間大行唱好 小米勁升5.5%
多間大行首予小米(1810)買入或增持評
級，令連跌多日的小米昨日彈升 5.5%。
里昂發表的報告指，小米業務模式獨
特，擁龐大客戶群，又藉交叉銷售高利
潤率的互聯網服務，在全球及內地均為
第四大手機生產商，印度更排名第一。
該行相信，小米可成為全球最大的物聯
網生態系統，故首予小米「買入」評
級，目標價2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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