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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
道）萬科日前公布2021年上半年業績
報告，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4.2%，但股
東應佔利潤卻同比下降11.7%至110.5
億元(人民幣，下同)。對於盈利雙位數
下降，萬科CEO祝九勝表示，主要是
銷售規模增長有限、毛利率下降稍快和
轉型業務的效果還沒有真正體現出來。
他稱，這幾年萬科的開發業務銷售增速
相對都有限，上半年結算收入增長
11.9%，增速跟同行相比是比較低的水
平。另外，開發業務的利潤率處於下降
狀態，與去年同期相比，中期毛利率從
稅後的24%降至18%。
對於18%的毛利率有沒有觸底問題，
祝九勝稱，「我們是農民，不預測天
氣，也沒辦法解讀政策。」短期看很難
預測準，整個行業的毛利下降是有目共
睹的，萬科全年的壓力還在。至於什麼
時候可以回升？他認為從更長遠的角
度，行業一定要回到平均的回報水平。
當然行業的平均回報水平不等於企業的
回報水平，可以推斷的是，誰的精細管
理做得好，回報水平就會高一點。執行
副總裁、財務負責人韓慧華表示，對萬
科自身而言，未來兩年還是有一定的毛
利率壓力，當然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盡
可能減少對業績的影響。

現與恒大沒實質性更多合作
祝九勝強調，行穩致遠是萬科的基
調，對於過多地追求規模、速度為導向
的線性思維恐怕難以為繼。穩字當頭是

萬科當前的應對，不會把規模和速度當成唯一的
目標來看待，會在規模和效益之間、短期和長期
之間、風險和收益之間進行權衡。
身陷債務危機的恒大正尋求賣資產。對於與恒大
合作，祝九勝指萬科與恒大以往在一些項目層面有
過合作，但目前沒有實質性的更多合作。談及泰禾
時，他表示，如果對方能符合此前約定的條件，萬
科仍然會履約。他還提到，最近一年多與華夏幸福
沒有高級層面的合作和談判。

銀保監會傳調查平保房地產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22宗集體供應宅地 8月29日重
新掛牌，成為首個出台集中供地新政的一線城市。此
次集中供應公開掛牌出讓的22宗住宅用地，總土地面
積約83.38公頃，光明區5宗、龍崗5宗、龍華4宗、
寶安4宗、前海1宗、南山1宗、坪山1宗、深汕特別
合作區1宗。在保持掛牌起始價不變的基礎上，地塊溢
價率上限統一由45%調整為15%；達到溢價率上限
後，個別地塊直接通過公開搖號確定競得人。其餘用
地採用「競自持租賃住房+搖號」方式確定競得人。
另外，同一企業最多參與3宗地塊競買。針對此前

不少房企利用多個「馬甲」競拍的現象，此次明確要
求「同一企業及其控股的各個公司不得參加同一宗地
的競買」，且「參與本批次用地競買最多可競得3宗
用地（含聯合競買）」。

同一企業最多競買3塊地
在強化「房地聯動」上，深圳市特別指出，本批次用
地普通商品住房銷售限價在原限價基礎上下調3%-9.2%
不等，安居型商品房銷售限價在原限價基礎上下調
2.8%-9.1%不等；除此之外，此次公告還在嚴格落實購

地資金審查機制，確保房地產開發企業使用合規自有資
金購地以及強化企業信用約束等方面予以調整優化。
另外，集中出讓的宗地均競配建全年期自持租賃住
房面積，出讓宗地建設普通商品住房，初始配建一定
比例的出售型安居型商品房，採用限地價（限15%溢
價率）、限全年期自持租賃住房面積（普通商品住房
面積的40%）、限住房銷售均價，競地價、競全年期
自持租賃住房面積（相應扣減普通商品住房面積），
達到全年期自持租賃住房最高限制面積後通過搖號方
式確定競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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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房地產的調控越來越嚴，相關領域的投資者也

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中國銀保監

會正在調查中國平安保險在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此外，

銀保監會也已叫停平保出售與房地產市場相關另類投資

產品的權利。報道指，監管機構對平保的調查旨在發現

並遏制與其房地產投資組合相關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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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保險是中國按資產計最大的保險公
司，上周公布中期業績時，平保稱，

2021年上半年對華夏幸福相關投資減值計提
達到359億元(人民幣，下同)，這導致其今年
上半年的淨利潤同比下跌15.5%至 580億
元。公司高度重視華夏幸福債務危機帶來的
投資風險，已組織集團內相關部門及子公司
進行自查自糾並積極開展全面整改工作。

抑制信貸不當流入樓市
平保的地產投資遭到監管調查，正值當局
加強房地產業調控之際。為貫徹「房住不
炒」政策，去年下半年推出了旨在約束房企
債務擴張的「三道紅線」和貸款集中度管理
等制度，此後各類調控層層推進，抑制信貸
不當流入房地產市場成為當前監管層的調控
重點。本月中，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中
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窗口指導多家地產私
募基金，明確住宅類房地產私募基金將暫停
新增備案，前期已經上報的住宅類地產基金
項目亦被告知不會批覆，但現存項目不受影
響。在銀行收緊融資之後，房地產私募基金
是房企前融業務的重要途徑，此舉料明顯施
壓該類融資。
隨着新規掐斷影子銀行放款給房地產開發
商，一些大型房企爆發違約的風險愈來愈高。
華夏幸福今年早些時候因公司流動性緊張，發
生52.55億元的債務逾期；恒大近日也因為陷

入財困而計劃出售新能源汽車和物業服務部分
權益，以緩解資金緊張。

市場料相關風險敞口1855億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銀保監會對平
保展開調查，目標是查出及抑制平保房地產
投資相關的風險。根據花旗的一份研究報
告，平保的整體房地產相關風險敞口達
1,855億元，大致平均配置在股權、債務及
投資房地產，在平保3.8萬億元的總體投資
組合中，佔比約4.8%-4.9%。路孚特基於公
司文件的數據顯示，平保的其他房地產投資
包括持有中國金茂14.1%的股份、碧桂園
8%的股份以及旭輝控股集團 6.54%的股
份。
報道指，銀保監會對平保的最新現場調
查從本月開始，但從今年早些時候開始就
一直在要求平保提供相關文件。另外，今
年2月時，銀保監會還要求平保停止銷售
所謂的另類投資產品，導致為此目的成立
的一個團隊的數十人無事可做。報道並引
述在中型保險公司工作的人士說，中資險
企今年一直在忙着解除或削減對房地產開
發商的曝險。
平保H股8月30日收報62.8港元，該股較
今年高位已下跌40%。報道指平保未回應有
關監管機構調查的詢問，但表示其房地產風
險敞口遠低於監管上限。

深圳禁高價搶地 溢價率最多1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市傳「兩融套現」等遭遇強監管，8月30日A
股券商板塊應聲下挫。《中國證券報》引述
從券商處傳出的消息稱，日前監管部門下發
《規制「兩融套現」風險 促進業務回歸本
源》，指出近期部分投資者利用融資融券交
易套現，實施繞標、融資等行為，刻意規避
監管要求，擾亂交易機制，違背業務本源。
「兩融套現」是指投資者通過融資融券
交易套取資金，以實現購買非標的證券
（即「繞標」）或融資轉出信用賬戶（即
「融資」）等非正常交易目的。文件要求
證券公司切實承擔主動管理職責，維護市
場秩序。對「高股價操縱風險」可疑賬
戶，應當採取有效措施核實客戶身份和交易

動機，涉嫌賬戶出借、違規融資的應當予以
清理。為防範上市公司大股東利用「兩融套
現」變相融資、變相減持，各證券公司應
當採取必要的前端控制手段。

滬深「兩融」餘額見6年高
截至27日，滬深兩市兩融餘額為18,670億
元（人民幣，下同），為近6年高點，其中融
資餘額17,014億元，融券餘額1,656億元。券
商板塊8月30日低收1.5%，多股大幅下行，
廣發證券、東方證券跌停。滬綜指收報3,528
點，漲5點或0.17%；深成指報14,423點，跌
13點或0.09%；創業板指報3,271點，漲14點
或0.45%。兩市共成交15,782億元，北向資金
淨流入1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航運企業上半年業績均錄
得不俗增長。中遠海控公布，上半年淨利潤
370.98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3,162.31%。營業收入1,392.6億元，同比增
加88.06%。基本每股收益2.33元，上年同
期為0.07元。主要因為集裝箱航運市場持
續向好，公司業務實現量價齊升，整體業績
與上年同期相比實現大幅度增長。今年1月
份至6月份，中國出口集裝箱運價綜合指數
（CCFI）均值為2,066.64點，與上年同期
相比增長133.86%，與2020年下半年相比
增長92.44%。
招商局港口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47.11億
港元， 同比升204.72%， 每股盈利128.67
港仙，中期息22港仙，同比升22.22%。公
司經常性溢利45.3億港元，按年增加2.22
倍。來自港口業務的經常性溢利44.48億港
元，按年增加1倍。上半年集團港口項目完
成集裝箱吞吐量 6,651 萬 TEU，按年增
21.2%。

傳監管嚴遏「兩融套現」 A股券商股急挫

中遠海控半年淨利增逾三十倍

●滬指8月30日收報3,528點，漲5點。 資料圖片

快遞小哥加人工每月望多賺7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每天辛苦忙碌穿街過巷的快遞小哥
落實加人工了！為響應內地7部門發布的
《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
作的意見》要求，切實保障快遞員群體
合法權益，中通、圓通、申通、百世、
韻達及極兔共6家快遞公司近日陸續發出
通知，明確自9月1日起全網派送費用上
調0.1元（人民幣，下同）/票。業內預
計，今次上調派件費，快遞小哥每個月
或可多賺700元。

強調不打折派到員工手上
至於上漲的0.1元由誰承擔？有分析認
為不會轉嫁給消費者，更多的是快遞公
司內部利益重新分配。
今次上調派送費用，由「三通一達」
（中通、申通、圓通、韻達）率先提
出，作用在於提高快遞員收入。申通表
示，全網派費上調0.1元/票，並嚴令網
點必須嚴格貫徹落實政策，不打折扣地
惠利到快遞員，上調費用用於提升快遞
員收入和改善環境。圓通稱，自9月1日
起上調快件派費以提高快遞員收入，各
加盟網點不得隨意截留。中通更規定，
上漲的派費將直發到派件業務員掌中通
APP，全國所有中通網點現有支付業務
員的派費標準不得下降。

之後，百世、極兔相繼跟進調價，這
兩家公司同時還公布對快遞員的系列保
障措施。極兔表示將成立快遞員權益保
障落實稽查小組，網內公布稽查舉報聯
繫方式，梳理快遞員考核項目及處罰金
額標準，最終將快遞員的派費收入提高
落到實處。百世快遞則將從派費、薪
資、保險、培訓和獎勵等五個重點方向
落實保障工作。
此前快遞行業持續打低價戰，使得快遞
小哥淪為弱勢群體。有從事快遞行業的人

士表示，目前快遞小哥的收入和工作量完
全不成正比。據中國郵政統計數據顯示，
2020年有超過50%快遞員月收入不足
5,000元，收入高於1萬元的僅有1.3%。
在微薄的收入背後，卻是一年635億件的
快遞數量，每個快遞小哥每天平均要派件
290件，工作時長10個小時以上。
上述人士同時稱，若每單上調0.1元，

按日均派單290件計算，1個月至少可以
多賺700元。不過他認為，這仍是賺辛苦
錢，但好歹可以提高工作積極性。

上調的0.1元由誰來買單？這亦是市場
關注點。國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市場分析
師蔣亦凡指出，2018年1月至2021年5
月，「三通一達」外加百世快遞這五家
快遞公司，單票快遞業務的收入從最高
峰的14元一路下降到9元，價格戰進入
白熱化階段，在目前競爭還未決出勝負
之前，快遞費很大概率不會上漲，估計
快遞公司不會把上調的派送費轉嫁到消
費者身上。

競爭激烈 難轉嫁消費者
還有業內人士稱，「本着快遞行業誰
攬收誰負責的一貫原則」，預計上漲費
用會由收件網點來出。蔣亦凡指出，本
次快遞費的上調，更多是快遞公司內部
利益的重新分配，按勞所得、多勞多得
是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
不過同時也要看到，目前快遞行業整
體承壓。從近期發布上半年業績的快遞
公司來看，中通前6個月實現淨利潤
18.06億元，同比下降1.03%；申通上半
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虧損為1.46億
元，而上年同期淨利潤7,067.78萬元；
圓通上半年淨利潤6.46億元，同比下降
33.7%。業內人士指出，若快遞公司內部
承擔上調的0.1元，預計進一步給公司帶
來壓力。

●各間快遞公司嚴令，上調的派件費需用於提升快遞員收入，各加盟網點不得隨意截
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恒大汽車
8月30日公布，上半年虧損47.9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擴大1.1倍，不派中期息。
公司在業績中預警，稱其研發的恒馳汽車量
產正進入最後衝刺階段，但公司仍面臨現金
流挑戰，假如在短期內缺乏進一步資金投
入，新能源汽車量產時間表可能需推遲。
恒大汽車上半年收益按年升53.5%至69.2
億元，當中健康管理分部收入按年升54.5%
至 68.9 億元，新能源汽車分部收入跌逾
30%至3,698萬元，主要受累於電池銷售收
入減少。期內毛利率急降至3.57%，主要受
累新增的養生空間收入對應的毛利率因項目
所處位置不同，而且提供較大折扣優惠，平
均銷售價格下降。

存在違約風險訴訟風險
業績中表明，公司存在貸款違約風險及
正常業務以外的訴訟風險，未來將繼續積極
接觸潛在投資者，商討出售資產，同時進一
步加大項目銷售力度，同時調整項目開發時
間表、嚴格控制成本、大力促進銷售及回
款、爭取借款續貸和展期、出售股權和資產
及引入投資者增加本集團及附屬公司的股
本，爭取進一步改善流動性、舒緩資金壓力
和削減債務。

恒大汽車虧損擴大1.1倍

平保股價較平保股價較11月高位瀉近月高位瀉近4040%%

20212021年年11月月2020日日
曾高見曾高見103103..66港元港元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
收收9595港元港元

20202020年年88月月2626日日
曾低見曾低見6161..5555港元港元

88月月3030日收日收
6262..88港元港元 --22..6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