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佐丹
奴（0709）昨公佈截至今年6月30日
止6個月中期業績，錄得股東應佔除
所得稅後溢利為2.54億元，按年增加
3.7%。每股基本盈利16.2仙，派中期
息17仙，較去年同期多派2仙。執行
董事兼首席營運官陳嘉緯昨於業績會
上表示，現時難以預計中美貿易戰對
零售市道的負面影響，公司將透過加
強成本控制與庫存管理，而不是時常
減價促銷去應對中美貿易戰，藉以維
持公司的收益。
陳嘉緯表示，隨着內地加強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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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司將繼續於內地開設加盟店，
以應對日益增加的需求。他估計內
地全年的店舖淨增長達40至50間，
新店主要集中在三四線城市，因這
些城市的市場增長潛力較北京、上
海與廣州等一線城市大，租金亦較
一線城市便宜，對提高公司的利潤
率有幫助。

人民幣貶值降採購成本
對於近日人民幣持續貶值，陳嘉緯

表示由於公司現時不少貨品均在內地
採購，故人民幣貶值會令公司以港元

計算的採購成本下降。公司將繼續密
切關注市場需求與庫存情況，如有需
要會考慮「落大單」採購，藉以享受
規模效應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談及海外市場時，陳嘉緯認為馬來

西亞、印尼與泰國等發展中國家市場
增長潛力亦相當大，公司將增加在這
些地區的投資。此外，公司亦正籌備
拓展中亞與南非等新興市場，於這些
地區開設加盟店，藉此分散經營風
險。

有考慮加價藉以維持收益
香港業務方面，陳嘉緯表示現時每

年約有1/3的香港店舖需要續租，而
續租店舖的租金升幅約10%。他直指
現時香港的租金水平不理性，對零售
業的日常經營構成重大挑戰。另一方
面，由於香港已是發展成熟的零售市
場，公司在香港的經營將以穩健為
主，務求保持銷售平穩，不會盲目擴
張。
被問及下半年產品會否加價，陳嘉

緯坦言現時租金及人工成本均持續上
升，有考慮加價藉以維持收益，實際
加幅需視乎情況而定。在銷售表現較
強的地區，公司將會減少促銷次數與
降低折扣率。

■陳嘉緯(右)估計內地全年店舖淨增長達40至50間。左為佐丹奴
執行董事羅學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佐丹奴：不以減價應對貿易戰

■快將提早退休的梁國權(右三)昨日仍帶領管理層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近期飽

受沙中線醜聞困擾的港鐵（0066）昨公佈

截至6月底止之中期業績，上半年總收入

按年跌12.1%至263.73億元，主要受累

於去年同期錄得深圳一個發展項目的非

經常利潤，高基數效應下，期內賺少5%

至70.83億元，派中期息每股0.25元。

報告中亦披露港鐵目前無就沙中線作撥

備，但仍獲多數券商及評級機構唱好，

綜合意見認為，港鐵受醜聞影響或削弱

其信貸能力，對財務或產生潛在影響，

但相信在必要時，港鐵仍受港府支持。

港鐵沙中線無作撥備
半年賺70.83億減5% 內地及國際成最大收入來源

港鐵上半年分部利潤貢獻
分部業務

客運業務

車站商務

香港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

中國內地及國際的鐵路、
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

中國內地的物業發展

香港物業發展

項目研究及業務發展開支

其他業務

製表：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林國憲

利潤貢獻

11.48億元

24.14億元

21.28億元

3.39億元

虧損1,900萬元

1.58億元

虧損2.14億元

4,800萬元

按年變幅

-13%

+9.63%

+2.31%

-11.7%

去年賺21.86億元

-74.6%

去年虧損 1.59 億元

去年虧損8,600萬元

港鐵上半年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表現
項目

物業租賃收入

物業管理收入

EBITDA

EBITDA毛利率

製表：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林國憲

金額

23.73億元

1.44億元

21.36億元

84.9%

按年變幅

+3.4%

+5.9%

+2.3%

-1個百分點

港鐵中期業績摘要
項目

總收入

經常性業務利潤

基本業務利潤

股東應佔淨利潤

每股盈利

每股中期息

製表：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林國憲

金額

263.73億元

44.83億元

46.48億元

70.83億元

1.18元

0.25元，可以股代息

按年變幅

-12.1%

+0.1%

-20.5%

-5.3%

-7.09%

持平

港鐵今年上半年基本業務利潤錄46.48億
元，按年大跌近21%，與去年交出大為省

鏡成績表截然不同，主因深圳天頌發展項目在
去年利潤入賬，經常性業務利潤則按年微升
0.1%至 44.83億元。期內，內地及國際的鐵
路、物業租賃及管理附屬公司收入達約105億
元，取代期內香港客運業務收入逾93億元，成
為收入最大來源。

港物業發展利潤倒退近75%
若單計香港，期內香港物業發展利潤跌至1.58
億元，按年倒退近75%，主要受累於期內代理費
收入較高，及從已完成物業發展項目的工程賬目
結算所帶來的利潤較大所致，而上半年物業發展
利潤主要來自出售存貨單位及車位，以及西鐵物
業發展項目包括海之戀．愛炫美、匯璽、匯璽II
及全．城滙的代理費收入。
物業發展方面，港鐵計劃未來6個月左右，
為何文田站第2期及將軍澳日出康城第11期物

業發展項目進行招標。過去約4年，港鐵相繼
批出14個物業發展項目，於未來7年左右完成
後，將提供逾2萬個住宅單位，總樓面面積超
過128萬平方米。至於將軍澳日出康城第四期
晉海及晉海 II的物業發展利潤入賬，要視乎獲
發入伙紙的時間，預期為2018年年底。

未來7年將提供逾2萬單位
物業招標方面，港鐵已於5月批出將軍澳線油

塘通風樓項目，由信和置業（0083）及資本策略
地產（0497）合組之財團投得，而在昨批出黃竹
坑站第三期項目予長實集團（1113）子公司，根
據有關招標項目的安排，當總樓面面積為47,000
平方米的商場落成後，港鐵將保留有關商場的業
權。
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昨表示，正調查有關沙

中線問題，而截至6月底並未收到政府就任何
沙中線協議，向公司提出任何申索通知，因此
未能有足夠的可靠性去估算因上述事項而產生

的責任或負債金額，故賬目中並無就沙中線作
出任何撥備，他又形容港鐵是沙中線管理人，
而政府才是擁有人，意味日後若沙中線再超支
亦是由政府「埋單」。財務總監許亮華補充，
沙中線上半年項目管理收入4.45億元已入賬。

港鐵股價連日表現偏軟
受累於工程醜聞影響，港鐵股價連日表現偏

軟，昨收市後放榜，其間曾獲多間大行唱好，
惟股價表現無起色，終收報 40.95 元，跌
1.8%，為1個月低位。穆迪昨發表報告指，港
鐵爆醜聞，對公司信用造成負面打擊，主因公
司企業管治出現問題、高層震盪及不可預見的
財務成本，或令港鐵的信用受影響，然而該行
指港鐵評級並未動搖，相信有需要時港鐵仍受
港府支持；摩根士丹利則認為，有關工程問題
仍有待調查，加上對港鐵財務會否產生潛在影
響仍為未知數，或令投資者卻步，故維持減持
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達達─京
東到家昨日正式宣佈已完成最新一輪5億美元融資，
投資方分別為沃爾瑪和京東。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到，在本輪融資中，沃爾瑪的投資額為3.19億美元，
京東為1.81億美元。融資後京東成為第一大股東，沃
爾瑪股權佔比達到10%，並獲得一個董事會席位。
達達─京東到家定位於同城速遞信息服務平台和

無界零售即時消費平台。2016年4月，達達和京東

到家合併，京東以京東到家的業務、京東集團的業
務資源以及兩億美元現金換取新公司約47.4%的股
份，成為單一最大股東。
據了解，依託達達的高效配送和大量優秀零售合

作夥伴，京東到家可為消費者提供生鮮蔬果、日用
百貨、醫藥健康、鮮花蛋糕、個護美妝等海量商品
1小時配送到家的極致服務體驗，幫助實體商超
「觸網」，獲得線上銷量增長。

沃爾瑪京東增持達達-京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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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趁一手樓空置稅
生效前，新地加快推售現樓新盤。新地副董事總經
理雷霆昨表示，已有入伙紙的南昌站匯璽II將緊貼
元朗PARK YOHO Milano後推售 ，最快下周開
價，會貼市價推盤，有機會本月內開售。
雷霆指出，匯璽屬現樓豪宅樓盤，集團對項目

質素有要求，完成工程會盡快推出，並指出會以貼
市價推出，價錢會反映樓盤及地區質素，去年至今

樓價有一定升幅，相信比之前推售單位有
一定的調升空間。

君豪峰加推一房索價900萬
新地代理總經理陳漢麟表示，匯璽及

匯璽II兩期去年累售1,500伙，套現逾
200億元，以合約價計平均成交呎價達
2.45萬元。他稱，本月會集中推售第5
座，強調則型全面，準備本月發售，最
快下周開價。資料顯示，匯璽II尚有671
伙待售。
此外，恒基地產旗下鰂魚涌君豪峰昨原

價加推56伙一房戶，實用面積290至293
方呎，售價由737.6萬元至947.5萬元，
扣除最高折扣5%，折實價由700.7萬至

900.1萬元，折實呎價由24,162至30,721元。其中
22伙於下周一發售。

御半山連沽出12伙
新盤成交方面，新地旗下屯門御半山昨售出12

伙。華懋旗下九龍城御．豪門昨透過招標售出58
及59樓複式C室，單位實用面積2114方呎，連63
平方呎平台，成交價5000萬元，呎價23,652元。

新地匯璽II下周開價

■雷霆（左）及陳漢麟昨日預告匯璽II會貼市價開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地代理租務部
高級經理許嘉雯表示，新鴻基地產旗下沙田新城市
廣場斥資5億元為三期進行優化工程，預計明年第
4季全面竣工。此外，廣場今年暑假斥資450萬元
推出MovieLab電影體驗所，包括以百萬粒仿真爆
谷打造爆谷Infinite Pool，預計此期間營業額按年
升12%。

本地客佔70%客源
許嘉雯表示，廣場三期租戶組合中，將以一田百

貨及超級市場為主，佔約40%樓面，時裝行業佔
30%，童裝及玩具佔20%，其餘10%為食肆。當
中，2樓樓層商戶經已開業，而1樓部分則由一田

百貨承租，料年底重開。她又指出，本港零售市道
向好，商場客源中本地客佔70%。
另一方面，許嘉雯披露，廣場自去年7月中旬
開始推出VIP Club會員計劃以來，吸納7萬名會
員，當中有70%為女性會員，大部分年齡介乎20
歲至40歲。因此商場今年暑假的MovieLab主題
佈置以粉色為主調，設多達10個打卡位，包括爆
谷Infinite Pool，還有連串推廣優惠，如2人同行
以閨蜜衣着配搭親臨商場可享戲院 MOVIE
TOWN購票4折優惠，相信將可刺激商場人流及
營業額上升 10%及 12%。此外，8月中旬的周
末，商場會送出MOVIE TOWN的爆谷予沙田居
民。

新城市廣場暑假生意料增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