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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季績勝預期 盈利按年增61%
微信推小遊戲為變現能力試水溫

儘管網絡遊戲收入持續放緩，惟
在支付及雲服務收入倍增的帶動下，

騰訊業務首季收入分布

增值服務

（單位：人民幣）

騰 訊 第 一 季 盈 利 232.9 億 元 （ 人 民

468.77億元
（按年增33.5%，佔比64%）

幣，下同），按年增長60.89%，勝市

騰訊季績亮點

網絡廣告
106.89億元
（按年增55%，
佔比14%）

其他

會計準則（Non-GAAP），股東應佔

159.62億元
（按年增111%
，佔比22%）

騰訊首季業績摘要
（單位：人民幣）

符合預期。管理層表示，在微信推出
小遊戲，更多為變現能力試水溫，同

大公報記者

李潔儀

騰訊首季總收入錄得 735.28 億元，按年
增長 48%，其中，網絡遊戲收入貢獻 287.78
億元，按年升 26%，連續三個季度呈放緩趨
勢。王牌手游《王者榮耀》及《QQ 飛車手
游》則帶動智能手機遊戲收入同比升 68%，
達217億元。個人電腦客戶端（PC）遊戲收入
141億元，基本持平。

王者榮耀吃雞海外熱爆
騰訊總裁劉熾平在電話會議上表示，PC
遊戲用戶持續轉移至手游端，預期 PC 遊戲收
入將繼續受壓。他續說，《王者榮耀》國際
版《Strike of Kings》及“吃雞”手游《絕地求
生》（PUBG）在海外推出後甚受歡迎，惟公
司暫時在中國的兩款戰術類遊戲仍未變現，
尚要待中國相關政府機構批准才可以變現。
被問到在海外市場推出遊戲的策略，集
團首席戰略官兼高級執行副總裁 James Mitchell 回應說，個別遊戲在中國市場受歡迎，並
不代表適合海外市場，需要視乎遊戲本身的
性質而定。
微信及 WeChat 合併月活躍帳戶達 10.4 億
戶，同比增長 10.9%。今年三月底，騰訊向第
三方遊戲開發商開放微信上的小遊戲平台，

2018年

收入

按年變動

735.28億

+48%

50%

-1個百分點

經營盈利

306.92億

+59%

EBITDA

292.47億

+46%

股東應佔盈利

232.9億

+61%

股東應佔盈利*

183.13億

+29%

每股基本盈利

2.47元

+60%

毛利率

1月23日收
474.6元

16日收396.2元 440
跌1.8元
5月7日收
380元

二三線人才戰推高房價
一線和二三線樓市房價分化持續。統計局
數據顯示，上月一線城市京滬廣深的新建商品
住宅銷售價格指數同比分別跌 0.7%、0.2%、
0.8%、2.2%；環比看，京深分別微漲 0.2%、
0.1%，滬廣則均跌 0.1%；另一方面，上海中原
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指出，個別二線城市房
價漲幅略有擴大。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出現部
分二三線城市房價依然上漲，主要由於調控政
策分化，部分二三線城市的人才政策成為購房
者繞過限購的工具；此外受板塊輪動影響，一
二線熱點城市調控後，二三線城市庫存去化加
速，目前看，全國除少部分區域外，房地產市
場已經進入全面補庫存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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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今年走勢

備註：*為非通用會計準則（Non-GAAP）

▲馬化騰（右二）、劉熾平（左二）等騰訊高管，16日出
席在香港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

目前逾500個小遊戲已上線。
劉熾平表示，小遊戲的推出，是為了變
現能力試水溫，目前開放小遊戲平只限於 Android 操作平台。他強調，推出小遊戲有助推
動整個小程序的生態系統，又指作為集團的
智慧零售舉措之一，已為商家推出“掃碼
購”功能，整合小程序與微信支付，有助提
高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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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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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製表及製圖）

劉熾平：暫未有拆小股份計劃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股
王”騰訊四年前拆小股份後，股價持續拾級
而上，市場憧憬再有拆小的機會。不過，騰
訊總裁劉熾平重申，未有拆小股份的計劃。
騰訊 16 日舉行股東會，有小股東表示
470 元（港元，下同）買入騰訊股份，問到

會否考慮拆小股份以推動股價。劉熾平回應
稱，暫未有拆小股份計劃，亦不便評論股價
走勢，惟認為該公司乃至整個行業未來大有
前景。
被視為新一代“打工皇帝”的劉熾平，
一年薪金超過兩億元。較早前，他以平均價

434.36 元減持 100 萬股騰訊，套現 4.34 億
元，是繼去年九月下旬後再次減持，持股量
降至 0.48%。有小股東質疑劉熾平減持股
份，直接影響投資者信心，劉熾平回應強
調，自己絕大部分資產仍然在騰訊股票上，
希望可以給予股東信心。

支付及雲服務收入倍增
騰訊旗下包括支付相關服務及雲服務等
表現強勁，首季收入同比增長逾一倍，達
159.62億元。劉熾平直言，支付市場的競爭越
趨激烈，持續的市場補貼在所難免，騰訊首
季整體經營開支急升 47%至 150 億元。不過他
強調，支付業務是一大機會，提供市場補貼
亦有利支付行業的發展。

醫思伙企鵝醫生 引入智慧診所
【大公報訊】醫思醫療 16 日公佈，集
團與騰訊旗下企鵝醫生達成戰略合作，計劃
在港開設全科醫療機構，把企鵝醫生的“智
慧診所醫療閉環模式”引入香港市場。
企鵝醫生副總裁李星宇表示，透過今次

合作入駐香港市場，包括醫療旅遊市場。他
表示，將為旅遊者提供智慧化醫療服務、標
準化管理和高效化服務體驗。
根據協議，雙方將以醫療 AI 為基礎，
企鵝醫生亦將為醫思醫療提供醫療綜合管理

深上月房價挫2.2%領跌全國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在
“房住不炒”原則下，上月中國房價同比漲勢
放緩。路透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16 日公佈的上
月 70 個大中城市房價指數測算，新建商品住宅
價格指數同比升 4.7%，雖連漲 31 個月，但漲幅
連續兩月收窄。其中，深圳同比跌 2.2%，領跌
全國；環比計，房價則穩中微升。國家統計局
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建偉表示，上月一線城市
新房價格同比降幅擴大，二、三線城市新房價
格同比漲幅有所回落，這主要得益於各地繼續
堅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分類調控不放鬆。
上海鏈家市場分析師趙葆根觀察到，上月
70 城市中新房價格環比上漲城市有 58 個，較三
月增長 3 個，當月也成為去年下半年以來，新房
價格環比上漲城市數最多的月份。同期，15 大
熱點城市中，新房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包括北
京、天津、杭州、廈門、濟南、鄭州、深圳、
成都，較三月份增加2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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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時有助推動小程序的生態系統。

分項

68%至217億元
•支付服務及雲服務收入升111%至159.62億元
•微信及WeChat合併月活躍帳戶達10.4億戶
•智能手機遊戲收入同比升

場預期。每股盈利 2.47 元。按非通用
溢利為183.13億元，按年增長29%，

（貨幣：人民幣）

雖然針對年初至今中國多個城市放寬人才
落戶政策，當地樓市熱度亦因此攀升，不過，
去年下半年開始，住建部就樓市調控約談多個
城市負責人，且被約談城市房價多較前期明顯
上漲。

各界評論
機構

觀點

國家統計局
城市司
高級統計師
劉建偉

上月一線城市新房價格同比降
幅擴大，二、三線城市同比漲
幅有所回落，各地繼續堅持因
地制宜、因城施策、分類調控
不放鬆，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
穩定性

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需穩定的
上海中原地產 樓市環境，從防風險角度看，
市場分析師 房價上漲過快城市短期或迎來
新一輪調控，內地樓市政策至
盧文曦
少在一兩年內無放鬆可能
上海鏈家
市場分析師
趙葆根

丹東新房價格環比升幅在上月
領漲，與近期朝鮮半島局勢緩
和有關，但隨着地區局勢的反
覆，及調控政策的迅速跟進，
這種房價快速上漲的勢頭料很
快被遏制

被住建部約談的城市，多是近
期房價上漲較快二線省會城
交銀金研中心 市，及個別三線城市，房價漲
高級研究員 幅明顯的城市或迎來新一輪密
集調控潮，調控範圍可能涉及
夏丹
住房按揭利率調整、違規行為
整頓等多個領域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製表

▲上月一線與二三線城市房價持續分化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攝

朝韓緩和 丹東一手漲2%最高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
道：受朝鮮半島局勢回暖所惠，上月
丹東新房價格環比上漲 2%，領漲全
國；同期三亞、海口新房環比價格，
亦因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而上
漲 1.9%；此外，受資金外溢效應影
響，上月金華、徐州等部分三、四線
城市新房價格明顯攀升 ，升幅均超
1%。
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
指出，丹東新房價格明顯的環比升
勢，主要得益於短期利好因素，其市
場根基並不牢固，短期炒作風險不容
忽視，事實上，朝鮮官方已宣布“因

美韓軍演暫停朝韓會談”。
上海鏈家市場分析師趙葆根補充
說，隨着地區局勢的反覆，及調控政
策的迅速跟進，這種房價快速上漲的
勢頭料被遏制。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
躍進認為，丹東近期的樓市躁動，表
面上和朝韓關係復甦有關，但實際上
也說明了當前房地產市場的一種心
態，即很多購房者都在尋找“價格低
估、政策寬鬆、有概念支撐”的城
市，尤其是一些炒房客在大城市購房
機會不多的情況下，開始把投資目光
轉向了地級市。

香港金管局再入市承接港元沽盤
【大公報訊】港元持續疲弱，再度觸及
弱方兌換保證水平，香港金管局 16 日在紐約
交易時段，最少兩次入市承接港元沽盤，合
共買入 94.99 億元（港元，下同），以捍衞香
港聯繫滙率制度，本周五銀行體系結餘將會
減少至1千174.31億元。
金管局一個月內已最少第 16 度出手承接
港元沽盤，本周二已買入 15.7 億港元，為 4
▲香港金管局16日最少兩次入市承接港 月18日以來再次出手。
分析相信金管局在本周餘下時間仍有機
元沽盤，合共買入94.99億元

會入市接錢，但從下周開始，在月結因素影
響下，套息交易料逐漸減少，港匯可望略為
反彈。
短期港元流動性充裕為套息交易提供有
利條件。財資市場公會資料顯示，期限較短
的一個月港元拆息（Hibor）持續下滑，連跌
11個交易日至0.977釐，令一個月拆息的港美
息差拉闊至逾 93 點子。另方面，期限較長
（三個月或以上）的港元拆息 16 日全線上
升，三個月 Hibor 連升三日至 1.758 釐，令三

個月拆息的港美息差收窄至大約58點子。
港匯現時持續于 7.85 附近窄幅徘徊，高
低波幅只得五個基點左右，華僑永亨銀行經
濟師李若凡預期弱方兌換保證在最近一、兩
日仍有機會被觸發，尤其是于外圍交易時
段。不過由下星期開始，在月結因素和銀行
結餘減少之下，相信短期港元資金（例如一
個月 Hibor）有望反彈；踏入 6 月，一個月
Hibor 可能逐步趕上三個月 Hibor，並帶動港
美息差收窄，令套息交易投資者更趨審慎。

系統、調配採購供應鏈、商業保險對接等。
目前，企鵝醫生已在北京、成都、深圳
建設三家企鵝醫生診所，預計三年內將開設
300 家直營診所，連接 3 千家聯盟診所，投
放三萬台共享健康檢測終端。

中國央行維穩
放水2千600億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中國人
民銀行（央行）16 日在公開市場開展總額 2 千
600 億元（人民幣，下同）逆回購操作，包括 1
千 400 億元 7 天期、1 千 200 億元 14 天期兩大品
種，操作規模雖較週二擴大近 45%，但中標利率
仍持平于 2.55%和 2.7%。央行表示，是次操作旨
在對沖稅期及逆回購到期等因素，維護銀行體系
流動性的合理穩定。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認為，當前市
場流動性雖總體穩定，但難免會遭遇繳稅、繳
準、貨幣工具到期等時點性因素的擾動。此外，
央行上月末雖對部分金融機構實施降準，但從流
動性總體釋放規模，及近來公開市場逆回購到期
等情況看，貨幣政策仍延續“穩貨幣”的思路。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邱滌凡指出，從年初以
來央行政策操作情況看，銀行系統流動性總量基
本沒有變化，且“穩健中性”的政策取向亦未改
變。

財經 速遞

景德鎮深圳推航空業引資40億
【大公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通用航
空產業發展前景與機遇論壇暨 2018 年景德鎮
（深圳）航空產業推介會16日在深圳舉行。作
為全國直升機研發生產基地之一的景德鎮，會上
實現簽約項目共8個，其中外資項目3億美元，
內資項目累計40.3億元（人民幣，下同）。

駿碼科技招股 2千929元入場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賢報道：“小巴大
王”馬亞木有份投資的半導體材料製造商駿碼
科技 17 日起招股，共發售 1.7 億股，招股價介
乎每股 0.42 元（港元，下同）至 0.58 元，每手
5千股計，入場費2千929.23元。

台去年觀光收入減逾306億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新公佈的台
灣交通主管部門觀光局赴台旅客調查資料顯
示，2017 年赴台旅客平均每人消費 1 千 147 美
元，較 2016 年減少 8.31%。該數據意味着每名
旅客消費減少 3 千零 65 元新台幣。以台灣一年
旅客達 1 千萬人次估算，觀光收入因此減少
306.5億元新台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