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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碧桂園（2007）
昨天發布2021年全年業績報告。年報顯示，2021年
碧桂園銷售規模保持行業領先，債務規模和融資成
本實現 「雙降」，債務結構進一步優化，財務狀況
愈發穩健。2021年全年，碧桂園權益合同銷售金額
5580 億元(人民幣，下同)，營收 5230.6 億元，按年
增長13%；毛利、淨利、股東應佔核心淨利潤分別
為927.8億元、409.8億元、269.3億元，企業經營保
持了穩固優勢。當天的報告發布後，碧桂園股價當
日午後一度漲超8.9%。

碧桂園總裁莫斌於網上業績發布會上表示，過去
的一年幾乎是中國房地產行業，近年來波動最大的
一年。不過，他認為，在新的行業格局下，碧桂園
保持穩固的優勢，展現出了極強的經營韌性。

權益回款率連續6年逾90%
在公司銷售規模保持行業領先的同時，碧桂園也

維持了高位的銷售回款率。2021年，碧桂園累計實
現權益物業銷售現金回籠約5022億元，權益回款率
達 90%，已連續 6 年達到 90%或以上。銷售回款率
高，極大地保障了企業經營性現金流的安全。2021
年碧桂園實現正淨經營性現金流，達到108.6億元，
顯示出企業自身造血能力強勁。

此外，碧桂園債務結構持續優化，財務穩健性進
一步增強。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現金餘額
約1813億元，可動用現金儲備充足；總有息負債餘
額按年下降2.6%至3179.2億元，其中短期債務的佔
比下降至25%，現金短債比約為2.3倍。淨負債率為
45.4%，相比上年底優化了10.2個百分點；加權平均
融資成本較上年底下降了36個基點至5.2%。

在莫斌看來，愈發穩健的財務水平，讓碧桂園能
從容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或得穿透行業周期
的能力。

穩健的經營實力、較優的償債能力，使得碧桂園
獲得了資本市場的認可和支持。當前，碧桂園是行
業內為數不多成功重啟境內外融資管道的民營房企
之一。

在2021年9月份之前，公司抓住市場機遇，在境
內外市場發行長久期、低成本的融資工具。9月份
之後，碧桂園在多方監管及投資人的支持下，也成
功在境內外發行多種類直接融資工具，包括10億元
的公司債，15億元ABS及39億港元的可轉債。2022
年3月份，碧桂園在銀行間交易商協會首度獲批50
億元中票額度，預計將在業績發布之後進行首發。

同時，碧桂園的發展也得到了銀行機構的充分支
持。截至2021年底，公司未使用授信額度約2615億
元。而在 2022 年 3 月，公司又先後與招商銀行
（3968）、中國農業銀行（1288）廣東省分行簽訂 150
億元及400億元的戰略合作協定。分析人士認為，
充足的授信額度增強了公司經營的靈活性和穩定
性，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場上所呈現的收併購等機
會。

中海油賺703億創新高
完成回A後派特別股息

期內，收入達2461.11億元，按年上升58.4%；其中
油氣銷售收入大幅增加59.1%至2221.25億元。石油液
體銷售收入增加67.9%至1930.27億元，主要源於國際
市場油價上升和銷量上漲的影響；天然氣收入為
290.98 億元，升 18.2%，增加主要受市場價格和銷量
上漲的影響。

同時，去年全年實現淨產量5.73億桶油當量，按年
增約8.5%，超額完成全年油氣生產目標，再創歷史新
高。中海油首席執行官徐可強表示，油價取決於供需

關係、貨幣政策及金融市場情況，地緣政治因素亦對
油價有很大影響，近日俄烏局勢變化造成油價上升，
預期短期內油價相對在高位運行，而高油價會推高大
宗商品價格，增加成本管控壓力，中海油要做好成本
管控，發揮好低成本優勢。

獲中證監批回A可發行29.9萬股
中海油董事長汪東進指出，中海油密切關注俄烏局勢

變化，也會與合作夥伴保持溝通，他注意到部分歐美公

司從俄羅斯退出，目前中海油在俄項目只有一個，處於
早期建設階段，而公司目前的進口液化天然氣(LNG)主
要來自中東、歐洲及美洲，並沒有從俄羅斯進口。

另外，中證監發批覆核準中海油首次公開發行不超
過29.9萬股A股新股，較此前的最多26億股為多，包
括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所發數量。中海油首席財務官
謝尉志表示，A 股發行完成後，將盡快宣派特別股
息，此前承諾的全年股息支付率不低於40%，且全年
股息絕對值不低於每股0.7港元不會變。

碧桂園去年營收5230億
有息負債降至3179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
道：中海油(883)昨日公布，受惠
於國際油價上行和成本控制良好，
去年賺703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升181.77%，創歷史新高，但
略低過市場預期，每股盈利 1.57
元，不派息。中海油指，集團已從
紐約交易所和多倫多交易所退市，
並有序推進人民幣股份發行工作，
中證監已批准回A。為避免影響回
A進度，決定暫不派發末期股息，
但會在完成回A後公布特別股息方
案，將原擬派發的末期息和上市20
周年特別股息，作為特別股息合併
宣派。

中海油表示，A股發行完成後，將盡快宣派特別股息。

【香港商報訊】俄烏局勢有緩和象，港股昨日在
期指結算日反覆向上，大市於尾市升幅一度擴大至逾
460 點，收市報 22232 點，升 304 點，成交額 1553 億
元；國企指數報7609點，升96點或1.28%；恒生科技
指數報4622點，升15點或0.34%。同時，北水連續第
五日走資，昨日走21.4億元。

融創及世茂升近兩成
市傳武漢及福州近期出台支持樓市措施，逾10隻內

房及物管股錄雙位數升幅。其中，將就境內債展開持
有人會議的融創中國(1918)、同融創服務(1516)分別升
18.38% 及 18.35% ； 昨 公 布 業 績 的 碧 桂 園 (2007) 升
6.29%，成為升幅最大的藍籌，碧桂園服務(6098)升近
10%；世茂集團(813)更反彈近20%。

恒大汽車(708)昨日復牌，股價低開 6.25%，收跌
10.8%，報3.14元，成交額3.2億元。恒大汽車公布，
正了解姊妹公司恒大物業(6666)134億元人民幣存款質
押一事，指事件主要涉及恒大物業，現階段沒有進一

步內幕消息公布，重申因無法在(31日)前刊發去年度
經審核業績，預告明日起會再停牌，並爭取在停牌後
約3個月完成審計工作並復牌。

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20隻升，10隻下跌。其中，因內
地加強規範網絡直播營利行為，業績勝預期的快手(1024)
先升後跌，收市跌6.24%，成為最大跌幅的科指股份。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指，大市於季結及期結日
前重上22000點關口，在港股估值仍屬吸引下，預期
恒指可望上試23000點水平。

恒指期結升逾300點 內房物管股造好

面對前所未見的新一波疫情，集友銀行積極響應香

港中聯辦「16項支持特區政府防疫抗疫舉措」的號

召，及時推出「同心抗疫」金融服務十大措施，包括

參與支持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預先批核還息不還

本、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等紓困援助計劃；

對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客戶和個人客戶提供應急周轉

資金、特惠貸款利率、豁免手續費，以及對醫護人員

和特定行業人員提供「綠色服務渠道」等一系列的金

融優惠和便利措施，聚焦民生金融保障，加大對企業

和市民紓困幫扶力度，努力發揮金融抗疫力量助力社

會各界共渡難關。

持續服務企業及市民

在疫情高峰時期，集友銀行堅守金融抗疫責任，竭

盡全力保障疫情期間的基本金融服務，積極回應香港

特區政府「同心抗疫」號召，各級員工排除萬難堅守

崗位，奮戰在金融服務一線，仍然正常營業的網點和

櫃員工擔起重任，

堅持為香港市民提供

暖心和安全的優質金

融服務，全力解客戶

之憂、紓企業之困。

集友銀行在疫情高危

期間的金融服務接連

收穫眾多香港基層市

民的點讚，一位從事

清潔行業的客戶黎女

士在給集友銀行全體

員 工 的 表 揚 信 中 寫

道：「疫情無情，集

友有情，對於集友銀

行的熱情（服務），我萬分感動和感激！」

3月9日，在中央首批內地援港醫療隊抵港前，為支

持和保障內地援港醫療隊後勤工作，集友銀行全力回

應抗疫前線金融服務需求，堅持「抗疫優先、急事急

辦」，通過總分行聯動、關鍵崗位堅守、開闢綠色通

道等機制當日即緊急提供高效的開戶及開立本票服

務。集友銀行員工表示：「很榮幸能為『逆行者』護

航，作為集友的員工，我們亦可以用金融服務支援前

線抗疫，更為可以給內地援港醫療團隊盡一分力而感

到驕傲！」

踐行新時代「嘉庚精神」

支持教育事業發展、幫助學生健康成長一直以來是

集友銀行的初心與使命，疫情爆發以來，香港莘莘學

子和教職工的健康安全情況牽動人心，不少青少年染

疫和重症個案令社會憂心。在此嚴峻時刻，集友銀行

再次全力馳援香港青少年、本地中小學校抗擊疫情，

3月17日、3月24日分別向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轄下

80所直資中小學會員學校的學生及教職工、全港青少

年抗疫連線捐贈快速檢測試劑盒、N95口罩、連花清

瘟膠囊等防疫物資共計1.8萬件。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

會主席陳狄安讚揚集友銀行長期以來對香港本地教育

及內地教育事業的支持，充分體現了集友銀行對教育

的高度重視，契合陳嘉庚先生的創行初衷，是新時代

下弘揚「嘉庚精神」的最好寫照。據了解，集友銀行

自1943年在福建創辦以來，始終秉承倡辦人陳嘉庚先

生「以行養校」的創行初衷，近80年勤懇經營，立基

香港、聯繫華僑、服務社會，並通過銀行派發的股息

及紅利支持教育超過28億港元。

高擎「嘉庚精神」旗幟
共築香港社區抗疫防線

3月2日、3月7日、3月17日、3月24日……一連串的

日期記錄的是集友銀行「集力馳援 友愛同行 同心抗

疫 共克時艱」系列抗疫行動。3月份以來，集友銀行

聯動陳嘉庚基金聯誼會、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香港

金融科技青年協會多次捐資捐物馳援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香港醫管局轄下博愛醫院、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

會、全港青少年抗疫連線等，累計捐贈快速檢測試劑

盒、N95口罩、連花清瘟膠囊等防疫抗疫物資共計

2.8萬件；並捐資贊助「中醫醫療車義診日」，通過博

愛醫院派出其轄下中醫服務團隊及35部中醫醫療車於

香港、九龍及新界各區進行義診活動，為廣大市民免

費提供中醫內科診症及兩劑濃縮中藥。集友銀行行政

總裁鄭威表示，希望「一輛輛開往春天的愛心車」更

多地惠澤社群以減輕弱勢社群之經濟負擔，積極履行

中資機構使命和責任，用行動帶動香港社會各界同心

抗疫。

進入3月份，香港每日新增確診患者以萬計，這場

艱苦的戰疫，牽動全國人民和海內外華僑華人的

心，一批又一批的愛心人士、愛心企業傳承及弘揚

「嘉庚精神」，盡己所能馳援香港抗疫。集友銀行作

為「嘉庚精神」的積極踐行者，積極回應中央和香港

特區政府號召，在最短時間內從境內外緊急採購緊缺

的防疫物資支持香港抗疫社團、醫護人員、社區群眾

及青少年等群體抗擊疫情，努力為香港當前最艱難的

時刻貢獻力量。

不忘初心擔使命 

「集友銀行『生於福建，長於香港』，長期與閩籍

鄉親保持密切聯繫，有血濃於水的手足之情，在疫

情危急時刻的援助，為身在香港的閩籍鄉親們注入了

更加堅實的力量」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丁良輝表

示。集友銀行始終牢記陳嘉庚先生心繫桑梓的赤子情

懷和「生於福建，長於香港」的歷史淵源，在香港疫

情的嚴峻時刻，第一時間於3月2日向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捐贈快速檢測試劑盒並加快派發，為廣大居港鄉親

緩解防疫物資之急。同時，為進一步支持香港特區政

府抗疫及支援北部都會區社區抗疫工作，3月份集友

銀行支持並攜手元朗地區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社

團、鄉事委員會等組成「元朗各界抗疫關注聯盟」，

為居民提供中西醫抗疫熱線服務、募集及發放防疫抗

疫物資、義工支援前線醫護、配合政府抗疫行動等，

凝心聚力守護香港家園。

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之初，集友銀行在廈門國

際銀行集團的統籌下，第一時間從全球採購防疫物資

輾轉千里轉運到香港及內地支持前線醫護抗疫，在社

會抗疫物資極度緊缺之時，向香港醫管局、香港紅十

字會、香港本地醫療機構以及湖北省、福建省等境內

外27家新冠肺炎救治醫院捐贈數批次近千萬的醫療物

資和防疫物品。一箱箱口罩、一車車醫護物資，這些

款款善心和深深大愛凝聚成愛國愛港、同心抗疫的堅

實力量，正是「嘉庚精神」在新時代的具體體現。 

與香港同呼吸、共命運 

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確診人數呈爆發式增長，防疫物資極為緊缺，疫情形勢
嚴峻複雜，整個香港按下了「慢行鍵」。危急之時，香港社會各界、駐港中資企業等各盡其
能、傾力援助，集友銀行作為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倡辦的銀行，迅即進入戰疫「快節奏」
堅決回應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三個一切、兩個確保」重要指示精神，傳承和發揚「嘉庚精
神」，捐資捐物支援香港抗擊疫情，並積極發聲號召香港社會各界同心抗疫、共克時艱。

賡續「嘉庚精神」集友銀行以金融力量助力香港抗疫賡續「嘉庚精神」集友銀行以金融力量助力香港抗疫賡續「嘉庚精神」集友銀行以金融力量助力香港抗疫

集友銀行行政總裁、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主席、陳嘉庚基金聯誼會副主席鄭威（左）

出席「集力馳援 友愛同行 同心抗疫 共克時艱」捐贈儀式，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李柏成

（右）代表接受捐贈。

集友銀行行政總裁、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主席、陳

嘉庚基金聯誼會副主席鄭威（中）出席捐贈儀式，香

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主席陳狄安（左）及內務秘書黃

晶榕（右）代表接受捐贈。

集友銀行副總裁、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副董事長、陳

嘉庚基金聯誼會副秘書長、香港金融科技青年協會代表

陳耀輝（中）出席「集力馳援 友愛同行 同心抗疫 共克

時艱」捐贈儀式，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柯家洋（右）及

副主席林顥伊（左）代表接受捐贈。

集友銀行助理總裁張宇文（左）出席捐贈儀式，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丁良輝（右）代表接受捐贈。

集友銀行仍然正常營業的集友銀行仍然正常營業的

網點和員工擔起重任，堅持網點和員工擔起重任，堅持

為香港市民提供暖心和安全為香港市民提供暖心和安全

的優質金融服務。的優質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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