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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業績遜預期 ADR再跌
去年第4季少賺32% 未來均衡發展 收入將多元化

小超：外圍「大風大浪」港樓存隱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本港樓市
近月成交量及樓價都見回升，然而，首
擔大旗以主席身份主持長和(0001)及長實
(1113)業績記者會的李澤鉅昨指出，無人
有水晶球，港人有住屋需要卻供應不
足，惟今年外圍充斥不穩定因素，例如
中美關係等，相關因素會對本港經濟或
就業構成影響，從而會影響樓市，雖然
現時市民仍未感受到，但他看到外圍
「大風大浪」，又希望這些「風浪」不
影響香港人未來生活。他又強調，未來
長實的方針為提高盈利質素，從而提升
資產價值。

長實多賺33% 末期息增12%
長實昨公佈去年全年業績，期內計及
出售上海世紀匯等物業所得收益118.28
億元，股東應佔溢利按年增長33.17%達
401.17億元，每股盈利10.85元，按年升
34%，末期息每股派1.43元，按年增加約
12%。於2018年底，長實已簽訂合約而
尚未確認之物業銷售共631.2億元，預期
將於2019年入賬達505.45億元，餘下則
估計於明年入賬。

地產業務仍集團「老本行」
李澤鉅表示，香港地產業務仍是集團
的「老本行」，集團未來會繼續發展，
又透露，剛於數日前與政府就油塘地皮
達成轉作私人住宅用途的補地價協議，
但他相信，無人可以睇得清樓市，「睇
到一星期走勢已好叻」。他強調，集團
無財務問題，今年投地的金額要視乎地
產項目的穩陣性，若項目的地理位置及
盈利能力良好，集團會考慮投資。
他於分析員會議上指出，長實連同長
和2018年度之盈利合共100億美元(約778

億港元），但集團不着眼於盈利的連年
增長，最重要是資產增值。他指，當然
喜歡盈利增長，但更重視提高盈利質
素，從而提升資產價值。

四大方向提升資產價值
為達至提升資產價值目標，他稱，長

實將循四大方向發展，包括尋找具適應
性強、非循環性以及必不可少且是結構
可預測性的行業、分散行業的種類及地
域性、具長遠增長潛力及盈利能力，及
嚴守投資與財務紀律。他指出，集團不
會用志在必得心態來投資，寧願同事做
十個項目有三個成功，好過只做兩個項
目有兩個成功，最重要看成果。

續把握適當物業收購機會
李澤鉅於業績會指出，集團於去年5月

完成出售中環中心後，租金收益雖然相
應減少，惟於6月購入倫敦5 Broadgate
物業，為其提供即時租金收益，填補部
分因去年物業出售而減少的租金收入。

集團將繼續把握適當的物業收購機會，
並持續檢視及平衡投資物業比重，以期
繼續提高投資物業收入之素質，及帶來
長期資產增值。
他又提到，隨着新收購業務帶來的固

定收入增加，2018年固定溢利收益較
2016年之水平增加超過50%，而已購入
固定收入項目之收益預期將繼續穩步增
加，集團的負債比率更低於4%。
他指出，長實的資產中酒店部分之估

值非常保守，集團現提供超過15,000間
客房，每平方呎估值只是1,000多元，並
未反映現時之真實價值。
被問到其長女李思德已加入李氏家族旗

下私人地產公司工作，何時會加入長實或長
和系內公司工作，李澤鉅笑言：「仍是細路
女而已，有排學，你哋放過佢啦！個個爸爸
都想培育自己的子女。」
談到長實會否因應人口老化來投資安

老院等業務，他指，李嘉誠基金會已低
調地做了很多年安老服務，但並非商業
化，而是慈善化的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長和(0001)
昨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股
東應佔溢利錄390億元，按年增11%；每
股盈利10.11元，派末期息2.3元，按年增
11.1%，計及中期股息，全年股息每股
3.17元，EBITDA總額升8.8%至1,135.8億
元。期內，收益總額按年增9%至4,532.3
億元。

對灣區有興趣亦已有投資
長和主席李澤鉅昨於記者會上表示，接

棒一年以來發展策略一直無改變，自己在
長和工作超過30年，「發展不忘穩健，穩
健不忘發展」方針不會改變，未來會更着
重盈利質素。當被問到內地經濟放緩會否
減少內地投資，李澤鉅則表示，經濟增長
6%以上已是可觀的增長，集團對大灣區發
展有興趣，目前已在大灣區投資了地產、
食物、屈臣氏、石油等。至於香港方面則
一直有加大投資，「最明顯的是買自己股
票，而且是用屋企錢。」

若淡馬錫售屈臣氏會支持
對於市傳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考慮減

持長和旗下屈臣氏約一成股份，阿里巴巴

和騰訊(0700)皆有意收購，集團聯席董總
經理霍建寧回應指，集團和淡馬錫的關係
好好，如果他們有意賣一部分的股份，集
團都會支持，會配合做盡職審查(Due dili-
gence)。

屈臣氏好好 集團無意出售
至於會否再將屈臣氏分拆上市，李澤鉅

則表示：「無得講一件我們未決定的事，
但暫時無這個計劃。長和內有很多寶貝而
外界未必知道。」他又強調，無意出售餘
下75%的屈臣氏股權，因屈臣氏是集團的
核心業務，而且無論經濟好壞，化妝品及
保健品都暢銷。霍建寧補充，「好值錢不
代表要賣，這間公司好好」。
另外，霍建寧又指，長和近年與內地不

少科企例如阿里巴巴、小米、美圖及
Welend等合作，長和是一間很大的市場推
廣公司，可以將他們的產品發揚光大，同
時又做到互惠互利。李澤鉅表示，多了內
地資本來港發展是好事，「多了錢、多了
人才，都是好事。」

各業務EBITDA均有增長
期內，各業務EBITDA均有增長，其中
基建業務增長最多，按年升31%至354.2
億元，盈利佔比達31%。港口及相關服務
升12%至133.9億元；零售業務升14%至
161.6億元；歐洲3集團亦升25%至287.6
億元；赫斯基能源升11%至121.1億元。
業績報告又提到，貿易糾紛及英國脫歐結
果仍屬未知之數、商品及貨幣價格波動，
預期主要經濟體增長減慢，令全球經濟前
景處於逆勢，風險有增無減。儘管2019年
首季出現回穩跡象，包括較低失業率、轉
趨溫和之貨幣政策以至主要貿易糾紛或可
望稍為緩和，惟經濟及貿易不穩定情況應
將於年內持續。

長實去年業績撮要
項目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每股末期息

每股全年派息

重估及出售投
資物業前溢利

去年已確認的
物業銷售收入

製表：記者莊程敏

金額
401.17億元

10.85元

1.43元

1.9元

241.34億元

347.67億元

按年變化
+33.17%

+34%

+11.72%

+11.76%

+18.8%

-18.9%

長和去年業績撮要
項目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每股末期息

每股全年派息

收益總額

EBITDA總額

製表：記者莊程敏

金額
390億元

10.11元

2.3元

3.17元

4,532.3億元

1,135.8億元

按年變化
+11%

+11%

+11%

+11%

+9%

+9%

騰訊2018年度業績撮要

項目

收入

純利

智能手機
遊戲收入

個人電腦
客戶遊戲收入

網絡廣告收入

每股末期息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金額
(人民幣)

3,126.94億元

787.19億元

778億元

506億元

581億元

1港元

按年
變幅

+32%

+10%

+24%

-8%

+44%

+13.6%

長和去年多賺11% 派息增11%

■李澤鉅昨首擔大旗，以主席身份主
持長和及長實業績記者會。 曾慶威 攝

市場關注騰訊的智能手機遊戲業務，去
年錄得778億元，按年增長24%；第

四季錄得190億元收入，按年增長12%。
集團於業績報告指出，由於去年內地監管
機構暫停辦理遊戲版號的審批9個月，於
去年12月才重啟審批，而騰訊至今共有8
款遊戲獲批，包括角色扮演遊戲、策略
性、休閒型及功能性類別等。集團稱，由
於業界積存了大量版號申請，集團旗下遊
戲排期發佈將較往年為慢，而騰訊已有39
款智能手機遊戲，已經實施了升級後的健
康遊戲系統。

8款遊戲已獲批 情況將改善
被問及智能手機遊戲業務去年因政策問
題受阻，集團總裁兼執行董事劉熾平昨表
示，今年第一季已有遊戲版號獲得批出，
相信情況會較去年有所改善。劉熾平又
稱，除了智能手機遊戲外，去年廣告和支
付業務表現不俗，他強調未來會着重均衡

發展，將收入進一步多元化，並稱今年首
季或會公佈新的收入板塊。

微信平台加入新視頻功能
內地視頻競爭激烈，主席馬化騰昨透露

集團會拓展短視頻業務，微信平台也加入
新視頻功能，讓用戶與朋友分享15秒的小
視頻，並附有AI推薦的背景音樂。被問及
與同業抖音的競爭有何看法，馬化騰未有
正面回應。

網絡廣告業務去年增收44%
被視為騰訊增長新動力的網絡廣告業務，

去年收入錄得581億元，按年增長44%，去
年第四季收入則為170億元，按年增長
38%。其中，在微信朋友圈、小程序、QQ
看點及移動廣告聯盟的推動下，社交及其他
廣告收入，按年增長55%，至398億元。劉
熾平解釋，該集團推出小程序廣告後，錄得
較大的一次性增長，他相信隨着小程序流量

增加，廣告增長也可以持續。

微信WeChat月活躍戶增11%
另一方面，騰訊重點拓展的小程序現已

為微信用戶及企業廣泛採用，奠定了連接
線上用戶與線下場景的行業趨勢。小程序
日活躍賬戶數增長迅速，用戶人均日訪問
量按年增長54%，而小程序覆蓋超過200
個服務行業。至於去年QQ的月活躍賬戶
數為8.07億戶 ，按年升3%；同時，去年
微信及WeChat合併月活躍賬戶數達10.98
億戶，按年增長11%。
去年騰訊的雲收入增長超過1倍，至91億

元。去年第四季，付費客戶同比增長逾一
倍。截至去年底，騰訊雲的全球基礎設施現
已覆蓋25個地區，運營53個可用區。馬化
騰表示，該集團去年9月底重整架構，主要
重組是將雲、智慧產業相關部門連結起來，
他強調集團的目標不只是雲收入，而是將整
個服務從消費轉向產業互聯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中國移動（0941）昨公佈
全年業績，股東應佔溢利按年
增長3.06%，為1,177.81億元
（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
5.75元，派末期股息1.391港
元；全年合共股息為3.217港
元，派息比率49%。惟市場對
這派息水平感到失望，公司股
價跌4.76%。中移動首席執行
官李躍指，公司不斷努力為投
資者創造價值，期望能把更大
的回報帶給股東，但考慮到同
類型、同規模的企業派息率情
況，認為49%是合適水平，因
這一比率既能回饋投資者，亦
能為未來開發5G預留財力。
他其後補充，「49%並不是

（派息比率）頂部」，日後會
隨着經營及財政狀況回報投資
者對公司的支持。
中國移動昨公佈今年的資本

開支預算（不包含5G試商用
投資）為1,499億元，按年跌10.3%。

今年資本開支不超1671億
至於今年的5G資本開支預算，公司
財務總監董昕未有正面回應，僅表示公
司對5G發展和投入有總體計劃，冀在
行內保持領先地位。他稱，今年即使包
含5G試商用投資，資本開支仍會低於
去年1,671億元的水平。而不給予明確
的5G資本開支預算，是因為現時未有
5G發牌的具體時間表。此外，他又表示
隨着科技持續發展，明年與後年或將是
5G投資的高峰期。

對設備供應商均一視同仁
談到5G設備採購會否傾向華為等內

地營運商時，中移動董事長楊杰指，全

球化趨勢不可逆轉，而公司一貫保持開
放，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設備商均一視
同仁，會按公平、公開、透明的原則選
擇設備供應商。

提速降費 ARPU料續跌
去年中移動個人移動業務的ARPU按

年跌近8%，至53.1元。李躍指，去年
移動ARPU下跌，主要是受提速降費的
影響。至於今年的表現，他表示受新一
輪提速降費及行業競爭影響，ARPU仍
有下跌的風險，但公司會致力收窄AR-
PU的跌幅。
公司剛公佈，楊杰由中國電信

（0728）調至中國移動出任董事長，談
到對兩間公司的看法時，他表示「山有
山的雄偉，水有水的柔美」，兩間公司
各自有不同的特色及發展軌跡，而雙方
既有競爭，亦有合作。

中
移
動
多
賺
3%

派
息
失
望
捱
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去年備受內地監管機構暫

停辦理遊戲版號審批困擾，騰訊(0700)昨公佈去年度業

績，純利 787.19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10%，大

遜市場預期17%的增幅，每股派末期息1港元。而去年第

四季純利更按年倒退32%，至142.29億元。騰訊股價在公

佈業績前已經受壓，昨收跌1.9%，報363元。截至昨晚

10時30分，騰訊ADR再跌1.8%，報356.5港元。

中移動去年業績撮要

項目

營業收入

EBITDA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末期息

移動客戶總數

其中：4G客戶

移動ARPU

家庭寬帶客戶

家庭寬帶
綜合ARPU

製表：記者岑健樂

金額
(人民幣)

7,368.19億元

2,755.41億元

1,177.81億元

5.75元

1.391港元

9.25億戶

7.13億戶

53.1元

1.47億戶

34.4元

按年
變幅

-0.5%

+1.9%

+3.1%

+3.1%

-12.1%

+4.3%

+9.7%

-8%

+34.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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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右二)稱，集團會拓展短視頻業務，微信平台也加入新視頻功能。左二為
劉熾平。 中新社

■李躍(右)
稱，49%不
是派息比率
的頂部。中
為楊杰，左
為董昕。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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