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長和系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仍能增
加派發末期息。其中長和(001)截至去年12月底止，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租賃(IFRS16)後基準，純利按年增長14.9%至334.84億元；末期
息按年增派9.42%至1.86元。同系長實集團(1113)截至去年12月底止，純
利按年增長30.06%至212.41億元，末期息按年更增派22.6%至1.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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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現金足負債低業績標青

【香港商報訊】嘉里建設(683)公布，截至去年12月
底止，集團錄得純利103.6億元，同比增長92%，每股
盈利為7.11元，擬派末期息每股0.95元，全年合共派
息3.65元，按年升1.7倍。

主席黃小抗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的內地房地產市
場可形容為 「客觀嚴峻，主觀寬鬆」，內地監管機構
正邊際放寬該行業的融資渠道，相信內地及香港的房
地產業接下來能朝寬鬆、健康的方向發展。

集團去年底在內房政策收緊的背景下，仍然參與上
海市中心10幅綜合發展地塊項目的招標。黃小抗指，
集團多年來將上海作為重點發展區域，在當地市場已

有成熟的項目及團隊管理經驗，有一定的把握，此次
成功投得的金陵路項目地皮，連結外灘和新天地等，
地理位置優越，地皮範圍大，有一部分住宅作為配
套，能發展完整的綜合體。

正推出支援租戶計劃
集團在業績報告中表示，香港今季面對第五波疫

情，預期銷售將有所放緩，期望疫情逐漸受控後，銷
售會回復正常步伐。至於零售業務方面，各種限制措
施及客流減少，會對零售資產產生短期影響，目前正
推出支援租戶計劃，期望新一輪消費券能推動復蘇。

嘉里建設料本港銷售放緩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中國電信(728)
昨公布去年全年業績，淨利潤按年升24.5%至259.48
億元(人民幣，下同)，剔除出售附屬公司的一次性稅
後收益後則增長17.7%，擬派末期息每股0.17元。中
電信指，將自2022年起宣派中期股息。

去年中國電信資本支出約 867.23 億元，按年增
2.3%。中國電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柯瑞文稱，今
年資本開支約930億元，按年增約7%。

料H股股息回報逾7%
中國電信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李正茂於業績記者會

上表示，為回報股東，在A股上市時已承諾未來將
派息比率提升至 70%，預期 H 股股息回報將超過
7%，又指母企中國電信集團正實施 40 億元增持計
劃，未來在做好基本面的同時，亦會積極考慮回購
等各項有利發展的方案。

移動用戶目標淨增1500萬戶
就5G發展，他表示，今年移動用戶目標淨增1500

萬戶，5G用戶淨增8000萬戶，寬帶用戶淨增800萬
戶。去年移動用淨增2141萬戶，5G用戶淨增1.01億
戶。另外今年規劃 5G 資本開支下降 10.5%至 340 億
元，預計年底在用5G基站超過99萬站。

去年產業數字化收入佔總收入約24.6%，佔比提升
逾2個百分點。他表示，期望今年業務可保持去年
相若增幅，並爭取未來3年將比重提升至30%以上。
去年已落地超過 1200 個 5G 定制網商用項目，中電
信今年目標落地1500至2000個項目。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受惠基金管理
業務盈利按年急增1.44倍，光大控股(165)截至去年
12月底止，全年純利25.73億元，按年增長13.63%，
但末期息則按年減少14.29%，至每股0.3元。截至去
年12月底止，旗下基金的資產管理總規模約為2031
億元，按年增長11.1%。

光大控股的外部投資者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包括
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家族辦公室、政府機構等多
元化機構。按幣值計算，截至去年12月底止，人民
幣基金約為1508億元，約佔74%；非人民幣基金約
等值523億元，約佔26%。期內，光大控股私基金管
理業務板塊完全/部分退出的項目達 42 個，實現現
金回流約為38.11億元。

投資收入方面，截至去年12月底止，利息收入按
年增長 21%至 5.28 億元；股息收入按年增長 19%至
8.99億元。另外，客戶合約收入方面，截至去年12
月底止，管理費收入按年增長15%至3.4億元；表現
費及諮詢費收入按年增長9%至1.32億元。

將聚焦資產管理主業
展望未來業務發展，主席趙威表示，將聚焦資產

管理主業，逐步推動輕資產轉型，提高管理費收入
和業績表現費收入佔比；同時進一步拓闊募資渠
道，並籌劃 「重量級」大基金，以及把握退出窗口
期，實現投後管理和退出階段的價值再創造。

至於產業投資，趙威指，將圍繞大型企業和城市
系統的信息化、智能化進程，結合光大優勢，投資
布局新基建、5G和AIoT等領域。

長和長實齊增末期息

平保去年少賺29%
全年股息派2.38元

【香港商報訊】就討論多年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
者設立發牌制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
日透過網誌向虛擬資產業界發信表示，當局正積極
準備修訂法例，目標是在本年稍後向立法會提交修
訂條例草案。

許正宇表示，港府及金融監管機構近日開展一系
列措施，以確保虛擬資產行業有序發展和運作，並
應對在保護投資者或洗錢風險方面的挑戰，包括將
為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設立發牌制度；考慮對用作
支付用途的 「穩定幣」作出監管；為傳統金融機構
向客戶提供虛擬資產相關服務提供指引。

監管證券型及非證券型虛擬資產
他指出，修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

例》(第615章)，將為虛擬資產行業的監管提供清晰
的法律框架，通過後當局會要求所有虛擬資產交易
所，在香港提供服務前必須向證監會申請牌照，發
牌制度將同時適用於證券型及非證券型虛擬資產，
例如Bitcoin。

他強調，在監管要求上當局的理念，是要求虛擬
資產交易所遵守現時適用於傳統金融機構在打擊洗
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及保護投資者等方面的要求
及責任，例如設立適當的預防市場操控政策及措
施，以保持監管的一致性。他強調，措施同時兼顧
了虛擬資產交易業務屬高科技行業的特性，將就應
對系統故障或網絡安全等潛在風險訂立相關要求。

許正宇在信中寫道： 「我誠邀您與我們一道，善
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把握疫後金融服
務科技化的潮流，好好利用我們建立的整全監管制
度，並在這片兼容監管、發展、傳統與創新的土壤
上開拓和發展您的虛擬資產創新業務。

正研究監管「穩定幣」需要
另外，金管局於今年1月就如何監管作支付用途

的 「穩定幣」初步構思向業界和公眾展開諮詢。許
正宇表示，鑑於 「穩定幣」這種特定類型的虛擬資
產性質更有可能具備支付功能，或會帶來與其他虛
擬資產不一樣的風險，例如其用作提供價值支撐的
機制是否穩健，或在 「穩定幣」支付功能受阻時對
實體經濟活動帶來的影響等，當正考慮是否需要作
出監管。

長和系主席李澤鉅表示，正研究英國一項較大型的
投資計劃，相信低負債比率有利集團在當前大展拳
腳。他並指出，集團擁有一系列優質資產，在研究新
投資項目時亦最重視較易產生好回報的優質資產。

「正因為集團一向嚴守財政紀律，集團得以在 『大
風大浪』時仍現金充足，且負債率低，有資格擴展、
開展大型併購。……可以說集團如斯環境下是 『襟
捱』！」李澤鉅稱，集團將繼續回購股份，又指旗下
屈臣氏業務去年不容易，是繼2020年後另一次的壓力
測試，相信當疫情威脅減少時，屈臣氏的表現會更
好。

港口業務待疫情緩和會跑出
通過李澤鉅口的中壓力測試的，還有長和旗下的港

口業務。截至去年12月底止，長和旗下港口業務的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按當地貨幣
計算後，按年急增35%至151.57億元，增幅為長和各
業務中最為突出者。

李澤鉅指出，碼頭業務正在快速增長，雖然受供應
鏈斷裂影響，但貨櫃滯留反可帶來額外收入，相信港
口待疫情緩和時表現會跑出。他預計，雖然供應鏈問
題有望下半年紓緩，但碼頭擠塞及碼頭使用率較高的
問題，仍會延續一段時間。

外界關注集團的英國業務，早前曾傳出長和系旗下

英國配電商UK Power Networks，獲由麥格理及KKR
牽頭的財團接洽購。李澤鉅承認，確實有獲財團活購
UK Power Networks，但他強調 「唔一定要賣」。

正研究英國大型投資計劃
至 於 由 長 實 集 團 持 有 的 英 式 連 鎖 酒 館 Greene

King，雖然去年錄得 20.05 億元商譽減值，但李澤鉅
指不單未有想過出售，更在過去一年購入 40 多家酒
館，相信未來表現會 「幾好」，大家應視之為 「買舖
投資」。

李澤鉅揚言，正研究在英國一個較大型的投資計
劃，惟未有透露項目詳情。他又說， 集團在環球
多國有多年營商及投資經驗，世界各地對集團而言都
是本地市場。

長實去年多賺30%
另外，以地產為主業的長實集團，截至去年12月底

止，純利按年增長30.06%至212.41億元，末期息按年
更增派22.6%至1.79元。其中，整體物業銷售收益按
年微跌5.05億元至181.46億元。李澤鉅指出，目前尚
有200億元至300億元物業銷售收益未入帳。

另外，他表示，香港仍有大量土地，只要商界 「多
諗頭」，增加住屋供應並不太困難，香港人也可以
「住好」。

長和系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仍能增派末期息。 資料圖片

光控將聚焦資產管理主業，逐步推動輕資產轉
型，提高管理費收入和業績表現費收入佔比。

光控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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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and the members of its Supervisory 
Board undertake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herein is truthful, accurate 
and complete and does not contain any false statement, misrepresentation 
or major omission.
Pursuant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y Law,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JMC, for the reason of work rotation, Mr. Ding Zhaoyang 
and Mr. Chen Guang, Employee-Representative Supervisors of the 
Tenth Supervisors Board of the Company, no longer serve as Employee-
Representative Supervisors of the Company. The Employee Congress 
of the Company elected Mr. Ma Jian and Ms. Li Yanling as Employee-
Representative Supervisors of the Tenth Supervisory Board of the 
Company in March 2022. 
After the abovementioned changes, Mr. Ding Zhaoyang does not take any 
position in the Company, and Mr. Chen Guang remains in other positions 
in the Company. As of the disclosure date of the announcement, Mr. Ding 
Zhaoyang holds 20 shares of the Company shares, Mr. Chen Guang does 
not hold any Company shares.
Mr. Ma Jian’s resume is as follows:
Mr. Ma Jian, born in 1975, holds a College Degree in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Nancha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al 
Technology, a Master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s a Supervisor and Chief of 
Manufacturing Department for JMC. Mr. Ma Jian held various positions 
including Lead Engineer, Assistant to the Chief, Deputy Chief of 
Manufacturing Department for JMC, Director of Nanchang factory for 
Getrag Powertrain (Jiangxi) Co. Ltd., and Director of Nanchang Factory 
and Director of DCT Factory for Magna Powertrain (Jiangxi) Co. Ltd.
As of the disclosur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Mr. Ma Jian does not hold 
any share of the Company. Mr. Ma Jian has no related-par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more than 5% of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and actual controllers of the Company, as well as other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of the Company. Mr. Ma Jian has 
not been punish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r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or taken disciplinary action by the Stock Exchanges, 
and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by judicial organs for suspected crimes or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n suspicion of viola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No situation based on which he is prohibited 
to serve as a Supervisor of the Company as stipulated in the Company 
Law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exists. Mr. Ma Jian 
meets the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in the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departmental rules, normative documents, Rules Governing Listing of 
Stock o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fter the inquiry of “National Cour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nquiry Platform of Person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for Trust-breaking”, Mr. 
Ma Jian is not classified as the person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for trust-
breaking.
Ms. Li Yanling’s resume:
Ms. Li Yanling, born in 1977, holds a College Degree in Industrial and 
Trade English from Nancha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al Technology, 
a Bachelor Degree in English fro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is 
a Supervisor and Deputy Chief of Public Relationship Department for 
JMC. Ms. Li Yanling held various positions including Assistant to Ford 
Quality Expert of Quality Control Department, Assistant to Ford Expert 
of Public Relationship and Legal Affairs Department, Executive Assistant 
to President, Chief of Translation Office, and Deputy Chief of Public 
Relationship and Leg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JMC.
As of the disclosur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Ms. Li Yanling did not hold 
any share of the Company. Ms. Li Yanling has no related-par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more than 5% of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and actual controllers of the Company, as well as other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of the Company. Ms. Li Yanling has 
not been punish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r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or taken disciplinary action by the Stock Exchanges, 
and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by judicial organs for suspected crimes or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n suspicion of viola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No situation based on which she is prohibited 
to serve as a Supervisor of the Company as stipulated in the Company 
Law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exists. Ms. Li Yanling 
meets the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in the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departmental rules, normative documents, Rules Governing Listing of 
Stock o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fter the inquiry of “National Cour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nquiry Platform of Person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for Trust-breaking”, 
Ms. Li Yanling is not classified as the person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for 
trust-breaking.
The announcement is hereby published. 

Supervisory Board
Jiangling Motors Corporation, Ltd.

March 18, 2022

虛擬資產發牌制修訂草案
許正宇料今年提交

中電信去年多賺24.5%
今年資本開支930億

【香港商報訊】中國平安保險(2318)昨公布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全年業績，歸屬母公司股東營運
利潤1479.6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6.1%。淨
利 潤 1218.02 億 元 ，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股 東 淨 利 潤
1016.18億元，同比降29%。公司派發全年股息每股
現金2.38元，同比增8.2%。

人客戶數逾2.27億人
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平保個人客戶數逾 2.27 億

人。同時持有多家子公司合同的個人客戶數佔比提
升至39.3%。全年團體業務綜合金融融資規模同比增
26.9%。

截至去年底，平保的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規模近
3.92萬億元，較年初增長4.7%。受資本市場波動、
市場利率下行及減值計提增加等因素綜合影響，去
年淨投資收益率4.6%，總投資收益率4.0%。

人均新業務價值提升逾20%
公司表示，期內壽險及健康險業務實現營運利潤

970.75億元，同比增長3.6%；營運ROE為32.3%。
代理人渠道全年人均新業務價值39031元，人均首
年保費同比增長逾 22%。人均新業務價值提升逾
20%，近 30%的新增壽險客戶來自健康醫療服務轉
化。

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國內外經濟形勢影響，
疊加改革期間代理人數量下滑等，期內新業務價值
同比下降23.6%至378.98億元；若不考慮假設調整影
響，新業務價值同比下降18.6%。

長和(001)全年業績摘要
項目

收益總額

EBITDA總額

EBIT總額

呈報盈利

每股呈報盈利

每股末期股息

每股全年股息

註*：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021年(IFRS 16後)*

4453.83億元

1356.53億元

688.18億元

334.84億元

8.7元(+15%)

1.86(+9%)

2.66元(+15%)

長實(1113)全年業績摘要

項目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末期股息

每股全年股息

註#：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2021年#

212.41億元

5.77元

1.79元

2.2元

變幅

+30%

+30.5%

+22.6%

+22.2%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港華智慧能源
(1083)，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整體燃氣銷
售量增加21%至145.79億立方米，營業額躍升34%至
171.25億元。未計入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
之公平值變動損失3.59億元，基礎盈利則多賺11%，
至 16.12 億元。派末期息每股 15 仙，與 2020 年度相
同。

集團表示，去年新增燃氣接駁用戶52.5萬戶， 較
去年增長約11%。集團打算擴大推進零碳智慧園區業
務版圖，去年年底已在全國23個省/直轄市/自治區
成立逾240個項目，業務範圍覆蓋城市燃氣、再生能
源等。公司執行董事暨行政總裁黃維義表示，計劃
到2025年發展200個零碳園區項目，料總投資近600
億元人民幣，目標2025年使城市燃氣業務利潤與再
生能源利潤佔比各半。

港華智慧能源執行董事暨公司秘書何漢明稱，相
關投資會分階段進行，未來兩年或需要準備100億至
200億元現金，並從多方面融資，不排除待未來兩至
三年再生能源業務成長到一定程度後，分拆部分業
務在內地或其他市場上市。

他又指，由於公司需要大量資金用於投資，未來
或採取以股代息方式派息，母公司中華煤氣(003)公
司也已表態，如果有需要可以接受以股代息，公司
仍希望保持30%派息比率。

港華智慧能源
謀建200個零碳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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