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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戰緩和 港首季出口指數反彈
貿發局維持今年出口增5％預測

大酒店2018年度業績撮要
項目

收入
股東應佔盈利
基本盈利*
香港半島酒店收入
每股派末期息

*不包括未變現物業重新估值變動的除稅後影響以及其他非營業項目的影
響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金額
62.14億元
12.43億元
7.65億元
13.52億元
16仙

按年變幅(%)
↑7

↑7.6
↓4
↑4
持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大酒店（0045）去年度純
利12.43億元，按年升7.6%，派
末期息16仙。面對全球經濟不
明朗因素，該集團行政總裁郭
敬文昨於業績會上表示，中美
貿易戰和脫歐等因素對業務來
說會有一定影響，因為酒店業
依賴旅遊和貿易，但他認為內
地和香港的業務仍然穩定，今
年首兩個月的業務大致與去年
同期持平。
截至去年底止，該集團收入

62.14億元，按年升7%，若不包
括未變現物業重新估值變動等
因素，基本盈利為7.65億元，
按年跌4%。集團旗下香港半島
酒店去年錄得收入13.52億元，
按年升4%。以去年第四季來
看，半島酒店出租率為78%，
按季下跌6個百分點，但第四季
平均房租為 6,223 元，按年升
11.8%。郭敬文稱，集團會維持
現有的房租策略。
對於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開

通，郭敬文表示，即日來回的

客人未必消費力低，該兩項交
通基建開通後，到集團旗下商
場購物的遊客有所增加。被問
及會否於大灣區拓展業務，他
稱暫時未有計劃，因為大灣區
發展仍屬初期階段，待市場成
熟再作考慮，但就會在大灣區
開拓更多銷售業務，期望可開
設更多商店。

纜車工程影響今明年業績
該集團又指，山頂纜車改善

工程已展開，該項目涉資6.84
億元，計劃由公司內部全額出
資，預期2021年完工。郭敬文
表示改善工程進行期間山頂纜
車會暫停營業約2個月，屆時會
商討安排其他交通方式上山
頂，對集團今、明兩年的收益
帶來負面影響，但新纜車的載
客量將由目前的每班120名乘客
增加至210名，屆時將可大大縮
短訪客的等候時間。他又稱由
於山頂纜車改善工程涉及資金
較大，計算過後預計營運至
2035年會有適當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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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內地在線
教育服務供應商新東方在線（1797）今日
起至下周三招股，發行逾1.645億股，其中
約10%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9.3元至11.1
元，集資最多18.26億元，以每手500股計
算入場費約為5,605.9元。股份將於3月28
日掛牌。
新東方在線執行董事兼聯席行政總裁孫

暢昨於記者會上指，騰
訊（0700）目前是公司
的第二大股東，公司日
後將加強與騰訊的合
作，增加在科技方面的
投入，為內地學生提供
優質的學習體驗。
按中間價每股10.2元

計 算，集資淨額約
15.67 億元，當中 30%
將用於投資員工招聘及
培訓活動；30%用於有
選擇性地收購或投資可
互補的業務及支持集團
的增長戰略；餘款用於
增加及改善內容供應及

課程開發能力、投資改善及升級技術基礎
設施等。

教育業整頓利公司發展
國家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今年兩會上指

出要為學生「減負」，會否對公司業務造
成衝擊？新東方在線聯席行政總裁孫東旭
稱，自去年教育行業開始整頓以來，公司

一直積極配合，並進行過大量自查行為，
藉以確保公司的教學質量。他認為國家進
行教育行業整頓可提升行業准入門檻，令
行業得以持續健康發展，對大公司來說是
利好消息。

管道工程最多集資1.5億
另外，於新加坡專營基礎設施管道建設

及相關工程服務的總承辦商管道工程控股
（1865）昨起至下周二公開招股，計劃發
行2.3億股，其中10%為公開發售，招股價
介乎每股0.55元至0.65元，集資最多約1.5
億元。以每手4,0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
2,626.2元。股份將於3月27日掛牌。
以招股價中間價0.6元計算，集資淨額約

為1.007億元。其中約59.7%將用作於2019
年 9月30日前遷往將購置的新物業；約
31.2%將用作於添置兩台頂管機。
此外，內地創新移動廣告技術公司豆盟

科技（1917）昨首日掛牌上市。該股開市
報0.59元，較招股價0.41元高43.9%。一
度高見0.79元，全日收報0.63元，較招股
價升53.7%。以一手10,000股計算，不計
手續費每手賺2,200元。

新東方在線今招股 入場費5605元

■孫暢（中）指騰訊是公司的第二大股東，日後將加強與騰訊
的合作。左為孫東旭。 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金蝶國際
（0268）首席財務官林波昨出席業績會時
表示，去年金蝶的雲業務收入增長
49.5%，雖然目前相關業務仍錄得虧損，
但隨着收入逐漸上升，明年或可扭虧。而
今年雲業務收入增長目標為50%，至2020
年雲業務收入佔比將由目前的三成提升至
六成，會繼續努力實現雲服務轉型，包括
提高產品服務能力及創新等。
談及金蝶國際回購「雲之家」業務的原
因，林波指「雲之家」在兩、三年前仍然是
一個免費的平台，沒有收益，但有市場推廣
效果，現時進入SaaS收費模式，相比騰訊
的微信企業版、阿里巴巴旗下「釘釘」仍是
免費模式，相信回購「雲之家」很快會為集
團帶來收益，亦能與其產品產生協同效應。
目前「雲之家」大型企業付費客戶包括海爾

及海信等7,000家企業。

暫無計劃上科創板
林波坦言，轉型至雲服務壓力頗大，希望

可以提升產品服務能力、加快投資及併購，
例如考慮產業合資公司等模式，與其業務產
生互補作用，讓雲服務收入佔比上升。另
外，他續指，由於香港市場發展不受限，暫
無計劃會回歸A股或在科創板上市。董事會
主席徐少春則認為，互聯網已進入下半場，
未來10年是產業互聯網的時代，希望透過
加速雲轉型，助力傳統產業塑造互聯網及新
優勢，重構行業價值鏈。
金蝶日前公佈2018年止年度業績，權益
持有人應佔利潤4.12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上升32.94%，每股基本盈利
13.19 分，擬派末期息 1 分，按年下跌

23%。期內營業額28.09億元，按年上升
21.9%，其中管理軟件業務實現收入19.59
億元，按年上升12.9%；雲服務業務收入
同比增長49.5%至8.49億元。

金蝶國際盼今年雲業務收入增50%

■徐少春（左二）認為未來10年將是產業
互聯網的時代。左三為林波。

■郭敬文（中）表示集團今年首兩個月的業務大致與去年同期持
平。 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去年對內地經濟是充滿挑戰
的一年，經濟增長降至6.6%，且預期會在
2019年進一步趨緩。據科法斯的最新調查顯
示，在1,500家受訪中企中，有59%認為經濟
在2019年難有起色，這是自2003年開展調查
以來的最悲觀預期。逾期付款的情況也有所
惡化，62%的中企在2018年遭遇過買方逾期
付款，有40%的受訪者宣稱所面臨的逾期付
款情況有升高趨勢，相比2017年29%的佔比
而言明顯上升。

平均信用期限增至86天
科法斯指出，內地去年經濟面臨困境，經濟

增長放緩為內地企業帶來不利影響。例如，企
業債券違約金額翻了4倍，達到160億美元，
而透過中國最高法院裁決的企業破產案件數字
飆升至6,646宗。科法斯分析，由於內地在
2018年上半年實施去槓桿操作，導致資金流動
性緊縮的困境，不難理解企業面臨的壓力。與
此同時，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級，打擊了消費
者信心，導致國內消費疲軟。

面臨這些不利條件，最新調查顯示，大多
數受訪企業認為，2019年的經濟成長難有起
色（59%，一年前為33%）。這是科法斯自
2003年開始進行內地企業付款行為調查以來
首次發生的情況。
中企已經被迫採用更長的信用期限來維持

業務水平。平均信用期限從2017年的76天增
至2018年的86天，延續了自2015年以來的上
升趨勢，汽車和運輸行業的信用期限最長，
其次是建築和能源。

汽車建築業承受高風險
逾期付款狀況也在2018年有所惡化：2018

年，62%的企業遭遇過買家逾期付款情況，
40%稱其逾期付款金額在2018年有所增長，
這比2017年的29%要增加不少。更令人擔憂
的是，遭遇超長期逾期付款（超過180天）款
項在年營業額中的佔比超過2%的受訪企業比
例從2017年的47%增至2018年的55%。科法
斯的經驗顯示，80%的超長期逾期付款無法收
回。當此類逾期賬款在企業的年總營業額中

的佔比超過2%，便會對企業現金流構成風
險。
此外，在這風險譜系的高風險一端，超長

期逾期付款金額超過年營業額10%的受訪者
中，所佔行業比例最大的為建築業（28%），
其次為汽車（27%）和ICT（25%）。製藥業
比例最低（7%），甚至低於農產品業
（12%）。雪上加霜的是，近60%的受訪對象
承認使用銀行承兌匯票及/或商業承兌匯票來
代替現金支付。這類付款模式其實蘊含着現
金流風險，而隨着經濟增長在2019年繼續趨
緩，預示內地企業面臨更嚴峻的營運風險。
科法斯亞太區經濟學家卡洛斯．卡薩諾瓦

（Carlos Casanova）認為，經過一段時間的
高速增長，內地經濟終將遇到不可避免的結
構性困境。該行對1,500家內地企業的調查結
果證實，由於資金流動性緊縮和競爭加劇，
降低了利潤率，導致企業付款能力惡化。隨
着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對於大部分企業面
臨現金流和償債壓力的行業而言，風險將日
益加劇。

科法斯：中企遭買家拖欠款項期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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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家明昨指出，雖然首季出口下

跌，但相信全年要增長5%難
度不大，因出貨量一般集中於下半
年，特別是暑假及聖誕前後，而首
季亦受到季節性因素及提早出貨的
影響，如今年農曆新年較遲，令2
月在基數效應下跌幅較大。不過他
預計，第2季出口指數處於50以下
的機會仍大，但不會再重複去年第
3季單季急挫19點的情況。關家明
補充說，在眾多行業中，出口商最
看好機械（42.2），其次為玩具
（41.4）及電子（39.7）。在出口
市場方面，港商對日本（48）最具
信心，其次是歐盟（47.4）、美國
（46.1）及中國內地（45.7）。

港商看好機械玩具等行業
調查又指，儘管港商對出口的信
心上升，與上季（54.4%）相比，
較少受訪者（51.4%）擔心中美貿
易摩擦會不利短期出口表現，但
48.5%受訪者已親歷中美貿易糾紛
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削減訂
單（69%）方面，其他衝擊包括遭
買家壓價（34.9%）、取消訂單
（22.7%）以及分擔或承擔部分新
增關稅成本（16.2%）。為應對中
美 貿 易 摩 擦 ， 逾 半 受 訪 者
（54.1%）考慮發展美國以外的市
場，其他計劃還包括轉移生產或採
購基地（27.4%）以及縮小公司規

模（19.9%）。
貿發局建議港商擴展業務至新市

場，如俄羅斯遠東地區以及東盟國
家。貿發局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
師陳永健指出，俄羅斯遠東地區
（又稱遠東聯邦區FEFD）天然資
源豐富、土地充足、基礎設施提
升，加上進入歐亞經濟聯盟國家
（EAEU）暢通無阻、政府又提供
慷慨的稅務優惠，是一個具吸引力
的製造業投資熱點。陳永健稱，從
事食品加工、紙張和紙漿、橡膠和
塑料、電氣設備、醫藥和珠寶行業
的港商特別適合在 FEFD拓展業
務。

網購盛行增電子商貿機遇
貿發局經濟師袁淑妍亦指，東盟

電子商貿機遇持續增長。她指，東
盟中產愈來愈熱衷網購，或以多種
渠道購買旅遊消閒、時裝和娛樂，
以及消費電子、健康、美容及保健
的產品及服務，而網上評論往往左
右他們的消費決定。她建議，港商
可考慮透過百貨公司或專賣店的全
渠道零售，或在社交媒體及B2C平
台售賣產品，以開拓這些市場。
另外，貿易價值指數由去年第4

季的44.8升至今年首季的45.9；採
購指數由去年第4季的43.4升至今
年首季的44，就業指數亦由去年第
4季的46.6升至今年首季的48.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貿發局昨公佈，2019年首

季出口指數按季反彈4點至39.2，反映港商對所有行業及出

口市場的信心回升，不過仍遠低於50的榮枯線。貿發局研究

總監關家明昨表示，受訪者普遍認為中美就貿易紛爭的談判

已有進展，但他認為不可能一個談判就令問題完全解決，加

上美國大選等因素，市場仍存在不穩定性，相信未來指數仍

會於50以下反覆上落，惟該局對今年的出口增長預測維持不

變，出口值升5%，出口量升3%。

◀關家明（左二）料本港第2季出口指數處於50以下
的機會仍大。左一為香港貿發局經濟師馮凱盈，右一
為陳永健，右二為袁淑妍。 記者莊程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