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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聯
想集團（0992）昨公佈直至6月底的
首季業績，成功扭虧為盈，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溢利為7,700萬美元。受業
績表現良好刺激，聯想集團股價昨逆
市造好，收報4.6港元，升3.37%。聯
想集團首席執行官楊元慶昨表示，數
據顯示集團戰略轉型初步取得成效，
已「轉過業績的拐點」，因此集團將
加速戰略轉型，同時加強發展電商業
務。
楊元慶昨表示，集團業績改善不僅
是一季度的事，稱在未來多季大家都
可看到集團交出良好業績，因集團的
三個核心業務皆表現良好。其中，他
期望未來個人電腦業務繼續有雙位數
增長，因商用業務正在加速發展，而
聯想在商用個人電腦市場具競爭力，

增長速度可以「跑贏大市」。
在經營策略方面，楊元慶稱，集團

將繼續在移動業務方面開源節流，重
點發展拉美與北美成熟市場，加強在
當地的市佔率，期望移動業務可盡快
扭虧為盈。至於在新興市場業務方
面，楊元慶則表示集團將聚焦中國內
地及印度，又表示如要在當地成功，
就需要採取不同的經營策略。在集團
品牌定位方面，他表示摩托羅拉將聚
焦中高端市場，而聯想品牌則面向中
低端市場。
此外，他期望可維持集團的數據中

心業務收入50%以上的增速，並盡快
轉虧為盈，令集團業績進一步改善。

貿戰若偃旗息鼓可惠全球
對於現時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楊

元慶表示作為一所全球化企業，聯
想集團非常不希望看到貿易戰爆
發。他期望中美雙方能就貿易議題
協商，化解衝突，稱這對集團以至
全球經濟增長均有幫助。
他續指，根據現時的評估，中美

貿易戰暫時對聯想影響不大，主要
因為美國徵稅範圍尚未覆蓋至電腦
及手機上。惟他同時表示，若加徵
關稅，相關產品或會加價，對消費者
利益構成負面影響。

上季綜合收入增加19%
受惠於全球個人電腦市場復甦，加

上移動業務與數據中心業務的虧損收
窄，聯想上季業績扭虧為盈。其中，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7,700萬美
元，去年同期則錄得7,200萬美元虧

損。綜合收入為119.13億美元，按年
增長19%。每股盈利0.65美仙。移動
業務除稅前經營虧損，由近1.29億美
元收窄至6,500萬美元。數據中心業務
方面，首季經營虧損則由1.14億美元
收窄至3,300萬美元。受業績表現良好
刺激，聯想集團股價逆市造好，最多
升逾6%，高見4.72港元。聯想集團收
報4.6港元，升0.15港元或3.37%。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半年度報告全文，為全面瞭解本公司的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未來發展規劃，投資者應當到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媒體上仔細閱讀半年度報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半年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3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4 本半年度報告未經審計。
1.5 經董事會審議的報告期利潤分配預案或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不適用

一 公司基本情況
2.1 公司簡介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海機電 600835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機電B股 900925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桂江生 邢暉華
電話 (021)68547168 (021)68547168
辦公地址 上海市浦東新區民生路1286號匯商大廈9樓 上海市浦東新區民生路1286號匯商大廈9樓
電子信箱 shjddm@chinasec.cn xhh@chinasec.cn

2.2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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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1,812,272.38 33,520,374,733.11 -0.8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10,262,324,560.99 10,035,844,241.19 2.26

本報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60,888,706.42 436,621,687.82 不適用
營業收入 10,308,432,863.28 9,613,219,456.07 7.2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653,583,366.04 630,705,169.41 3.6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
性損益的淨利潤 647,894,941.33 611,988,769.61 5.87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6.34 6.72 減少0.38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2 3.23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2 3.23

2.3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截止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60,665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持股數量 持有有限售條件的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的股
份數量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47.54 486,165,307 0 無
GIC PRIVATE LIMITED 其他 2.72 27,822,531 0 未知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國家 1.34 13,741,800 0 無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其他 0.87 8,863,282 0 未知

QUANT FOREIGN VALUE 
SMALL CAP FUND 其他 0.80 8,195,608 0 未知

THE HIGHCLER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EMERGING MARKETS SMID 
FUND

其他 0.79 8,100,359 0 未知

澳門金融管理局－自有資金 其他 0.79 8,033,558 0 無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0.69 7,074,116 0 無
興業國際信託有限公司－興享進
取景林1號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託
計劃

其他 0.46 4,682,608 0 無

泰康人壽保險有限責任公司－萬
能-團體萬能 其他 0.41 4,224,538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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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情況表

2.5 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變更情況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兌付公司債情況

二 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
3.1 經營情況的討論與分析
  目前針對不同地區房產庫存的差異，政府採取「因城施策」的去庫存策略，房地產市場分化比較明顯，對房地產的
宏觀調控將長期存在。房地產開發速度的總體放緩，將逐漸影響到新梯市場的需求。雖然在租賃住房建設和新城鎮化不
斷推進的政策支撐下，以及公共交通設施建設等因素的推動下，加之舊梯改造、老房加裝電梯帶來的需求增量，使得電
梯市場仍可以在較長時間保持平穩發展，但由於原材料的持續上漲以及產能過剩的因素影響，電梯市場的競爭更趨激
烈。電梯行業表現為價格、質量、交貨期、服務等全方位的競爭格局。
上海三菱電梯針對市場情況以及戰略客戶集聚度提升的趨勢，充分重視與戰略大客戶的關係維護與開發。與恆大、中
海、綠地、碧桂園、龍湖、復地等核心夥伴繼續保持密切合作；同時加強對二、三線城市的核心及大項目的跟蹤力度。

  重大項目承接的有：
  1、人民大會堂大禮堂和核心辦公樓的電梯更新改造工程，並提供售前、售後全過程的技術支持。這也是繼2017年
完成人民大會堂後勤服務電梯的更新改造後，上海三菱電梯憑借優秀的產品和25年全生命週期的好口碑，又一次贏得了
客戶的信任和訂單。
  2、上海地鐵14號線68台垂直電梯和254台浦西段自動扶梯。上海三菱電梯自2001年起為上海申通地鐵提供自動扶
梯、無機房垂直電梯等產品以及維保服務。合作以來，目前共有近千台上海三菱電梯和自動扶梯運行在地鐵1號線、2號
線，10號線，12號線等10條地鐵線路中，涉及153座車站。其中，10號線和12號線整線採用上海三菱自動扶梯。上海三
菱電梯與上海申通集團合作開展了「扶梯智能安全監控系統」項目，通過智能化技術和管理手段，實現運營管理從「信
息化」向「智能化」躍升、提高管理能級、提升管控能力的目標。目前已完成上海地鐵漢中路站的試點工作。「扶梯智
能安全監控系統」涉及到扶梯智能乘客摔倒識別及監測警示、出入口擁堵檢測、智能語音播報、智能早晚啟停功能以及
配套智能監控室管理終端、遠程監視終端的研發。漢中路試點成功實施後，該系統將推廣到上海和全國的地鐵站點。
  3、京東總部大樓二期126台電梯，上海三菱電梯與京東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為京東「亞洲一號」倉儲物流項
目的垂直運輸工作提供5000KG載貨電梯。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電商之一，京東正緊鑼密鼓的開展建設「亞洲一號」項
目，上海三菱電梯目前已經完成了廊坊、東莞、成都、天津、武漢、哈爾濱、廈門項目的簽約。
  4、霍爾果斯天盛國際中心一期64部電梯，其中五星級酒店採用MAXIZE-CZ系列電梯、商場採用K型扶梯（包括
室外扶梯）、公寓全部採用LEHY-III系列電梯、裙樓部分全部採用ELENESSA無機房系列電梯，展現了上海三菱的直
梯、扶梯系列產品線的優勢。同時也對接下來客戶即將開展的二期項目及超高層項目充滿信心和期待。
  5、憑借上海中心、武漢綠地中心等國內超級摩天項目中積攢了大量的經驗，中標瀋陽寶能環球金融中心主樓48台
電梯，這也是上海三菱電梯與寶能集團繼深圳寶能物流中心後的又一次合作。
  6、廣西文化藝術中心垂直電梯部分共31台。廣西文化藝術中心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大慶獻禮工程，也是
自治區和南寧市兩級重點工程，建成後將成為廣西重大文化性公共設施、最高級別的藝術表演中心和廣西與東盟各國文
化交流中心。上海三菱電梯將以優異的品質為觀眾的藝術之旅提供便捷、高效、舒適的交通體驗。
戰略客戶的集聚度快速提升，對銷售、安裝、維保的全過程服務能力及營銷服務網絡的延伸覆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上海三菱電梯不斷拓展服務產業化發展，面對在用梯服務需求特別是舊梯改造業務的快速增長，上海三菱電梯正在
加快服務中心、物流中心和培訓中心的建設；在工程人力資源管理、流程管理、服務質量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運
作模式；樹立「服務營銷」理念，以舊梯改造業務為突破口，創立新的服務增長點。上海三菱電梯全面推進物聯網在工
程服務中的應用，加強安裝項目管理、維保質量抽檢等方面的信息化推進。通過客戶信息大數據分析及應用，改進經

營效率，提高管控能力。2018年上半年，上海三菱電梯安裝、維保等服務業收入超過30億元，佔營業收入的比例超過
31%。
  2018年上半年，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的市場形勢下上海三菱電梯憑借領導團隊凝聚力、品牌美譽度、服務網絡覆
蓋率、製造能力等核心競爭力，全體員工同心協力，克服各種困難，繼續保持了業務的穩定增長。

3.2 與上一會計期間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核算方法發生變化的情況、原因及其影響

重大會計政策變更：
財政部於2017年頒布了《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及《企業
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等(以下合稱「新金融工具準則」)，並於2018年頒布了《財政部關於修訂印發2018年度一般企
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財會〔2018〕15號)，本公司已採用上述準則和通知編製2018年度財務報表，對本公司報表的影響列示如
下：
金融工具
1、於2018年1月1日，金融資產按照原金融工具準則和新金融工具準則的規定進行分類和計量的結果對比表：
原金融工具準則 新金融工具準則
科目 計量類別 賬面價值 科目 計量類別 賬面價值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
其變動計入其他綜
合收益 (權益工具)

145,028,659.81 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259,088,483.31

應收賬款 攤余成本 2,501,182,017.33 應收賬款 攤余成本 2,454,287,023.36

於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沒有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2、於2018年1月1日，根據新金融工具準則下的計量類別，將原金融資產賬面價值調整為新金融工具準則的賬面價值的調節表：
新金融工具準則下的計量類別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表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表2
表1：新金融工具準則下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賬面價值
應收款項(註釋1)2017年12月31日 2,501,182,017.33
重新計量：預期信用損失合計     -46,894,993.97
2018年1月1日 2,454,287,023.36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合計(新金融工具準則) 2,454,287,023.36

註釋1：於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1月1日，應收款項餘額包括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和長期應收款等報表項目。

表2： 新金融工具準則下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賬面價值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2017年12月31日 145,028,659.81
重新計量：由攤余成本計量變為公允價值計量 114,059,823.50餘
2018年1月1日 259,088,483.3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合計(新金融工具準則) 259,088,483.31

權益投資
於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持有上市股權投資及非上市股權投資賬面價值分別為98,421,093.12及46,607,566.69元。本公司執行新
金融工具準則後，由於該些上市股權投資及非上市股權投資賬面的合同現金流量特徵不符合基本借貸安排， 故於2018年1月1日，
本公司將該些上市股權投資及非上市股權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列示
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相應地，本公司將累計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額66,198,594.84元轉出至期初留存收益。

3.3 報告期內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況、更正金額、原因及其影響。

公司代碼：600835、900925 公司簡稱：上海機電、機電B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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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虧轉盈 楊元慶：轉型初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懿汶）晶苑國際（2232）昨
公佈截至6月30日的中期業績，上半年股東應佔純利7,050
萬美元，按年上升1.9%，每股基本盈利2.48美仙，派中期
息4港仙。總收益12億美元，較同期增加17%，其中88%用
於在海外項目建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羅正亮表示，貿易
戰影響各個行業，客人對公司好有信心，自己在這行業也工
作約40多年，見過「好多類似Trade war 的事件」，都用
不同方法解決，公司的業務也未有在清單上，故不太感到壓
力。

人幣回落對公司影響正面
但羅正亮表示，內地的勞工成本上升，會加速將工廠轉移

東南亞，減低生產成本，又表示如果未來人民幣回落，會對
公司的成本有正面影響。與此同時，內地技術性勞工不足，
目前公司內衣產品只能依賴越南的工廠，又指上半年的訂單
強勁，有少少求過於供局面，故認為下半年可以維持已有訂
單。
產能方面，他指公司每年都有增加產能，目前有4個在越

南的工廠和1個在孟加拉的工廠正在興建，預計在2018年第
4季度帶來收益貢獻，產能也有望在4至5年內翻倍。

晶苑：加快搬廠東南亞

■羅正亮羅正亮（（中中））表示表示，，人民幣回落會對公司成本有正面影人民幣回落會對公司成本有正面影
響響。。 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黃懿汶黃懿汶 攝攝

創科避貿戰 美越德設廠

Joseph Galli表示，美國對中國出口貨物加徵關稅的政策未落實，會依
照政策作決定而非坊間傳聞，公司在
貿易戰開始前已計劃在美國本土佈局6
間製造工廠，而內地廠房則在未來十
年內仍將保持集團重要地位，若貿易
戰持續，可將中國內地貨物轉至美國
之外的市場，不存在裁員壓力。
他又指，越南會是美國長期穩定的朋
友，已在越南設立兩個工廠，進行低成
本生產，另在德國設有兩間工廠。
Joseph Galli繼說，公司毛利率連續
十個上半年獲得增長，預計下半年會
保持增長勢頭，並至少保持五年。集
團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陳志聰透露，
已經佈局好未來至少 5年的產品計

劃。

半年賺2.55億美元增24.6%
期內，創科實業營業額升19.1%至

34.31億美元，公司股東應佔溢利2.55
億美元，同比升 24.6%；每股盈利
13.9美仙，按年升24.4%；每股中期
股息約4.89美仙，增36.9%。數據顯
示，上半年公司融資成本上升約 3
成。陳志聰稱，成本上升主要是由於

上半年美國連續3次加息，屬不可控
因素，但公司淨利息開支錄得下跌、
收入增加，強調如何控制資金成本才
是重點。
另外，陳志聰預計全年開支約2.4億

美至2.6億美元，70%將用作營運開支
用途，包括生產，研發以及提升廠房
效率等。
陳志聰指，公司產品的最大亮點在於

維持工具平台不變，同時不斷提升電池

和附加工具的效率，有助鎖定用戶。

電池通用不同工具客
他以旗下MILWAUKEE的產品為

例指，同樣的電池和工具平台可以與
過百個附加工具對接，為用戶省去購
買不同電池和手柄麻煩，同時部分產
品配備藍牙控制功能。
創科實業昨收報 44.85 港元，升

10.74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內地
電商京東集團昨公佈二季度業績，期
內歸屬於普通股東的持續經營業務淨
虧損擴至 22.12 億元（人民幣，下

同），去年同期僅為2.87億元，每股
美國存託憑證稀釋後淨虧損為1.54
元，去年同期微虧損0.2元。
受年中電商促銷帶動，京東二季度

淨收入按年增長 31.2%至1,223億元，
略遜市場預期；淨服務收入同比升
51.0%至118億元。
期內，京東商城的經營利潤率為

1.1%，按年上升0.3個百分點。
截至昨晚8時左右，在美國納斯達

克掛牌上市的京東股價約跌2.8%，報
31.46美元。

京東上季虧損擴大至逾22億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懿汶）貿易戰並
非只帶來壞影響，金蝶國際軟件（0268）創始人
兼董事會主席徐少春昨在記者會上表示，企業過
去不太重視公司內部管理，中美貿易戰是一個好
機會讓他們重新審視公司的管理。他又表示，中
國的雲服務市場在未來5 年甚至出現「爆發式的
增長」，也希望金蝶成為行業領導者。
徐少春亦指，貿易戰對公司並沒有影響，因公
司的核心技術沒有依賴任何外國技術。他又表示
公司的雲服務，在內地的市佔率已超過很多外國
同行，只在傳統服務上與外國同行有差距。他認
為過去5年，內地軟件行業都向雲計算方面發
展，未來5年行業的潛力非常大，公司會保持用
30% 的資源來研究開發新技術。

期內盈利1.7億同比增59.5%
據公司中期業績報告透露，期內公司權益持有

人應佔當期盈利約1.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59.5%；每股基本盈利5.54分人民幣，維持不派
中期息。報告期內，集團收入同比增長21.3%，
其中管理軟件業務增長19.7%；雲服務業務增長
25.6%，雲服務業務收入佔集團整體收入的比重
為 27.8%。
徐少春認為，過去5年公司成功轉型，由軟件
公司到雲服務公司，他認為在商業模式上改變最
大，現在要跟客戶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他又指，
公司現在有7,500個客戶，連接數十萬用戶，產
生的價值比原來的業務高。
他預計下半年雲服務收入，會按年上升60%，

全年雲服務收入預計可增長約45%，維持2020
年雲服務佔集團總收入60%的目標。
金蝶昨收報8.28港元，跌6.966%。

金
蝶
：
貿
戰
促
內
企
審
視
管
理

■■Joseph GalliJoseph Galli預計預計
公司下半年會保持增公司下半年會保持增
長勢頭至少五年長勢頭至少五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美國徵稅範圍未覆蓋電腦及手機美國徵稅範圍未覆蓋電腦及手機，，中美中美
貿易戰暫時對聯想影響不大貿易戰暫時對聯想影響不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