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政府統計處公
布，香港 7 月份零售業臨時總銷貨價值為 272.38 億
元，按年僅增2.9%，連續第5個月放緩，且遠低於市
場預期的10%。但分析稱，隨電子消費券8月1日
發放，零售銷售增幅有望再度加快。

若與 2018 年 7 月、即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前比
較 ， 今 年 7 月 份 零 售 業 臨 時 總 銷 貨 價 值 仍 低
29.88%。展望未來零售市道，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相
信，9月銷情將較8月回落，回復低迷狀態，料10月
1日發放第二期電子消費券後，才可再度刺激市民的
消費意欲。

遠低於市場預期
在疫情持續 「清零」下，去年受惠的類別，踏入7

月跌幅擴大。受累市民增加外出用膳，新鮮或急凍魚
類及禽畜肉類銷售按年跌15.8%，跌幅較6月份的6%
擴大9.8個百分點；超級市場銷售更由6月份按年跌
7%，大幅擴大12.4個百分點至19.4%，跌幅為各類別
中最大。

同樣因疫情放緩，7月網上零售業臨時銷售價值為
21億元，按年增29%，但增幅較6月份的64%，大幅
收窄35個百分點。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經濟學家吳
卓殷接受本報訪問時預期，隨市民增加外出，預料
網購升幅將續收窄。

政府發言人則指，8月開始派發的消費券有助刺激
消費意欲，會為零售業在今年餘下時間提供支持。

市場關注的債務問題，業績報告顯示，截至 6 月底
止，恒大借款額5718億元，較去年底已大縮20.2%，當
中23.7%以美元及港元計值，而42%或2400億元須在1
年內還款。

恒大公告指，市場流傳一些有關集團的負面報道，
鑑於這些報道對集團房地產開發業務時，造成延遲支
付供貨商和工程款情況，導致集團部分相關項目停
工。目前在政府的協調支持下，集團正在積極與供應
商及建築承包商洽談爭取該等項目復工。但假如有關
項目未能復工，可能存在對項目減值及影響集團流動
性的風險。

項目未能復工影響流動性
恒大聲稱，6 月底至 8 月 27 日期間，已向供貨商及

承包商出售物業單位以抵扣部分欠款，總金額約251.7
億元。另外，恒大指將繼續積極接觸潛在投資者，商
討出售恒大汽車(708)及恒大物業(6666)的部分股份。
同時將採取六大措施，以減輕目前所面臨的流動性問
題，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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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及附屬公司的股本，
爭取進一步改善流動性，以及紓緩資金壓力和削減債
務。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接受訪問時表
示，恒大賣產減債，但沒有買家承接。恒大的股價要
看它賣產的情況，暫時來看 「難搞」。

此外，恒大系股份昨派發半年成績表，其中恒大物
業(6666)中期股東應佔利潤為 19.35 億元，按年增長
68.6%，不派息。恒騰網絡(136)中期股東應佔虧損24.5
億元，轉盈為虧，不派息。恒大汽車(708)上半年虧損
47.9億元，虧損按年擴大1.1倍，不派中期息。毛利率
急降至3.57%，按年大幅減少24.42個百分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中遠海控(1919)
上半年盈利近371億元（人民幣，下同），遠多於去
年同期的11.4億元，按年大幅增長31.6倍，每股基本
盈利2.33元，不派中期息。而上半年收入達1392.6億
元，按年急升88%。

集裝箱航運利潤飆30.5倍
集團表示，集裝箱航運市場供求關係趨緊，主要航

線運價面臨上升壓力，主要因素是全球物流供應鏈受
到港口擁堵、集裝箱短缺、內陸運輸遲滯等影響。期
內集裝箱航運業務價量齊升，完成貨運量1384萬標
準箱，按年升近17%，集裝箱航運業務利潤急升30.5
倍至420.4億元。碼頭業務方面，中遠海運港口總吞
吐量6271萬標準箱，按年升近9%。

截至6月底，公司投入運力較去年同期增長3.7%，
其中跨太平洋航線、亞歐航線運力同比增幅分別達到
12%和13%。

中遠海控半年多賺32倍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丹丹報道：融創中國
(1918)董事會主席孫宏斌昨在 2021 年中期業績投
資人會議上談及 「三條紅線」，重申國家對房
地產的調控是非常必要的，房地產的安全確實
會影響金融和經濟安全， 「三條紅線」是比較
合理的政策，給出了三年的寬限期，這些指標
不是一個很難的指標，對優秀企業的發展都特
別好。

當談及下半年房地產市場時，孫宏斌表示，下
半年的市場壓力比較大，整個融資市場的信貸壓
力也比較大。今年下半年的銷售壓力很大，不過
融創給自己留出了比較安全的邊界，他預計下半

年整體的市場會比較慘烈。

房地產調控依然是主調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廖

群接受訪問時表示，預期國家對於房地產行業的
調控政策在短期內依然是主調，房住不炒的導向
不會改變。

儘管樓市的調控力量會長期存在，不過他相信
中央在調控的力度上是有把握的，會保障樓市的
平穩發展。另一方面，樓市存在剛需、換房、
投資等不同需求，加上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響，
長遠來看樓價還是會穩步向上的，中長期來看是

有進一步發展空間的，只是不會像過去20年
那樣大幅上漲。

恒大半年純利飆1.2倍
7月零售僅增2.9%
連續5個月放緩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陳秉植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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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六措減輕流動性問題

上實收費公路多賺11.6倍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老牌紅籌上海實

業(363)受惠收費公路業務回恢正常運作、公司和旗下
上實發展的合營地產項目入帳，中期純利按年急增
1.65倍，至21.3億元，派中期息每股48仙。董事長沈

曉初在業績公告中稱，將加強風險管控，擇機增
持優質項目。

受惠路網恢復正常
受惠內地路網運行恢復正常，旗下收費公路所

佔淨利潤按年狂飆11.64倍至6.97億元。由於旗下
京滬高速公路、滬渝高速公路及滬昆高速公路自
去年5月起在入城段不計收費里程，經與各市政府
協商後，公司已於今年6月底，收取了合共35.53
億元人民幣的經濟補償。

旗下房地產業務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止，共錄
得7.68億元盈利貢獻，同比上升 199.5%，主要由
於公司在上實發展開發的 「上實‧海上灣」（四
期）項目中錄得銷售收入，使該部分業務的分佔
盈利增加。

孫宏斌：下半年內房市場較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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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

（以下简称「股票」）于2021年8月27日、30日、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8月27日、30日、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所在的铁合金行业、氯碱化工行业方面，近期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价格区间上移，未来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
经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也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函证确
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1年8月27日、30日、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特此公告。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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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于 2021 年 9 月 8 日 15:00-16:00 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1-062 号《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 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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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周五）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周三）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zpc@phoenix.com.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发布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5:00-16:00 举
行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周永超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郭建新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刘峰先生，公司财务总监曹伟春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9 月 10 日（周五）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

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
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周三）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zpc@phoenix.com.cn。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鹏程
电话：021-32795679
邮箱：zpc@phoenix.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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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王丹丹報道：中國恒大
(3333)昨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止中期股東應佔盈利
143.83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1.2倍，惟收
益倒退16.5%，至2226.9億元，但其他收益大增18
倍，至229億元，融資成本淨額亦大減62%，至
40.82 億元，推動純利上升，經營利潤則大跌
45.8%，至256.9億元，每股盈利1.085元，維持不
派中期息。分析認為，恒大賣產尚未找到買家，預
料難減債。

恒大將採取六大措施，以減輕目前所面臨的流動性問題。 資料圖片

港監管機構傳研風控系統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外媒引述消

息人士指，金管局和證監會正在開發一套系統，
追蹤風險集中的股票敞口，是為防止出現類似對
沖基金Archegos Capital式爆倉而採取的行動。報
道又指，項目將使用集中化交易數據庫，以識別
銀行和投資基金在香港市場進行衍生品交易時承
受過高風險的行為。金管局發言人表示，不評論
市場傳聞。

由基金經理 Bill Hwang 主理的家族辦公室 Ar-
chegos今年初因用高槓桿炒科網股，結果遇上逆風
無力補孖展而遭連環斬倉，最終爆煲收場。不單
令相關股份急跌、Archegos面臨清盤，數家投行都
承受巨額虧損。在斬倉事件中，令瑞信、瑞銀、
野村和大摩在內投行累虧約100億美元。瑞士信貸
集團的損失最慘重，在7月底公布的新一季業績中
反映，事件令其盈利急挫 78%，損失約 55 億美
元。除了瑞士信貸集團，野村和瑞銀均在這次事
件中受到不少衝擊，其中野村遭受損失約23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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