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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重上1.0800美元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60美
元水平。

歐元區通脹高企 歐元料趨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受到新冠疫情反覆，原材料成本大
幅上升影響，李寧(2331)去年純利
40.6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1%，遜
預期，擬派末期息每股46.27分。期
內收入 258.03 億元，按年上升
14.3%，毛利率跌 4.6 個百分點至
48.4%。
李寧聯席行政總裁錢煒昨於業績
會上指，去年疫情下集團毛利率難
免下跌，但隨着內地疫情趨穩定，
相信今年有改善空間，對未來市場
環境變化持謹慎樂觀態度。
李寧早前在港開設首間旗艦店，
錢煒認為，該店不只想宣傳品牌，
而是想做生意，將更好的專業運動
產品提供予香港消費者，未來希望
再開更多分店，加上香港具備國際
視野人才，將視香港為進入海外市
場的重要地方。該股昨收報 57.7
元，大跌9.91%。
錢煒又表示，目前集團銷售在快

速恢復中，今年首三月均按月有改
善，惟線下客流量暫未恢復去年同
期。3月份部分關鍵零售運營指標已

按年得到改善，看好未來的客流。
他又指，集團於2025年之前，將聚
焦於內地市場，2025年後希望能面
向海外消費者提供渠道，並培養更
多具有國際視野的香港年輕人領導
集團在海外做出更好成績。
截至去年底，中國李寧銷售點數

量共計6,295個，較2021年底淨增加
360個。在淨增加的360個銷售點
中，零售業務淨增加265個，批發業
務淨增加95個。

鞋類收入增41% 銷售佔比逾半
按產品種類劃分，去年鞋類收入

增長41%，服裝收入跌近10%，器
材及配件收入增長 30%。錢煒認
為，去年鞋類銷售佔比達52%，冀
未來佔比達到50%及以上，這對品
牌競爭力和集團可持續增長具有重
大意義。
另一隻內地零售股中國利郎(1234)

去年淨利潤則按年下跌4.3%至4.481
億元，主要由於年內疫情重創線下
零售業務，部分門店因應防控措施
暫停營業，加上集團為分銷商提供

返利，以致整體收入有所下跌。每
股盈利為37.42分，按年減少4.3%。

中國利郎去年少賺4.3%
集團於年內保持財政穩健，現金

流充足，派末期股息每股 9港仙
(2021年為11港仙)，特別末期股息5
港仙(2021年為5港仙)。截至2022年
年底，集團自營的輕商務門店共251
家，透過代銷及分銷商營運的主系
列店舖共 2,393 家，合計共 2,644
家，同比淨減少89家。

中國利郎主席兼執行董事王冬星
表示，隨着內地社會經濟活動正在
復甦，加上多個省市出台促消費政
策，會有助提升消費市道，對上半
年零售市道維持觀望態度，全年則
審慎樂觀。受疫情影響，去年關閉
經營效益未如理想的店舖，並且放
緩開店計劃，今年會審慎開店，目
標店舖淨增長約100 間，並會在購
物商場及奧特萊斯商場開店，而今
年集團目標總零售額增長 10%以
上。

有消息指瑞士央行出手解救瑞
士信貸，加上第一共和銀行獲多
間大型銀行注資，穩定市場信心
之際，整體風險情緒同樣得到改
善。另外，市場持續關注美聯儲
下周議息決議會否放棄利率維持
更高更久的取態。
央行方面，歐央行周四無懼銀

行業危機宣布加息50基點，但
未如此前一樣在聲明中提供前瞻
性指引，表示利率決定將取決於
管理委員會根據即將到來的經濟
和金融數據、潛在通脹的動態，
以及貨幣政策傳導的力度而作出
的通脹前景評估。當前，利率期
貨價格顯示，市場預計歐央行僅
再加息約25個基點，並有大概
率預計下一次5月會議不加息。
歐央行會議結果進一步強化了我
們對下周美聯儲可能會依賴數據
來作決定的重要性，並不排除棄
用有關利率維持更高更久的說
法。
整體來看，市場較周三和此前

交易時段的波動性有所回落，但
美國2年和10年期國債仍錄得大
漲，日內升幅分別逾27和12 個
基點。匯市方面，美元指數日內
跌約0.22%至104.41，除日圓之
外，大部分G10均錄得漲幅，其
中英鎊和澳元漲幅高於歐元，背
後原因或源於歐央行未有提供有
關前瞻性指引。

歐元本周三向下逼近1.0515美元逾9
周低位呈現反彈，本周尾段曾向上觸
及1.0670美元水平。歐洲央行本周四
宣布大幅加息0.5%，三個關鍵利率均

相應調高0.5%，歐元重上1.06美元水
平。歐美銀行業均出現流動性危機之
後，歐洲央行表示將在需要時向歐元
區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持，不過歐
洲央行今次會議仍維持量化緊縮措施
不變，將從本月起以每月平均縮減150
億歐元資產的規模，減持在資產購買

計劃(APP)內所持有證券數量直至6月
底。
歐盟統計局本周五公布歐元區2月份

通脹年率為8.5%，而扣除能源、食品
及煙酒的核心通脹保持在5.6%的紀錄
高點，均與3月2日公布的初值相若，
顯示核心通脹的上行趨勢未有改變之
際，歐洲央行的會後聲明已預期平均
要待至明年才回落至2.5%水平，反映
歐元區今年的核心通脹將持續高企。
隨着央行的聲明繼續重申要讓通脹

回到央行的2%目標水平，預示央行現
階段的首要事項依然是遏抑通脹，加
息可能行動還未完結，若果歐美銀行
業的流動性危機未有進一步蔓延，則
預料歐元將反覆重上 1.0800 美元
水平。

金價料反覆上行
周四紐約4月期金收報1,923美元，

較上日下跌8.30美元。現貨金價周四
持穩1,907美元迅速反彈，周五更攀升
至1,946美元6周高位。歐洲央行表示
將在需要時向歐元區金融體系提供流
動性支持，歐元走勢偏穩，美元指數
連日偏軟，周五更一度失守104水平，
支持金價反覆上行。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覆走高至1,960美元水平。

中華煤氣常務董事黃維義表示，
即使新冠疫情持續數年，但公

司業務並未因此受阻滯，因為每個
市民都需要城市能源，燃氣屬於好
穩固的公共事業業務，疫情對公司
的打擊只是「用時間換空間」，相
信本港經濟正逐步復常，香港的燃
氣業務不會受嚴重影響。
對於公司連續兩年停派紅股，黃
維義表示，如果公司的利潤出現複
式增長才會考慮，不過城市燃氣是
好穩陣的業務，如果想要複式增
長，就要不斷加價，但相信並非香
港市民意願，因此目前不會考慮派
發紅股。另外，煤氣近年拓展可再

生能源及分布式光伏業務，並為大
批內地天然氣客戶鋪設分布式光
伏，相信可在未來賺取穩定回報。

黃維義：暫不考慮派紅股
該公司策略及創新總監暨商務總

監（香港公用業務）馮文傑指，煤
氣公司一年前已與兩間巴士公司洽
商使用氫氣，進展良好，公司的大
埔廠房已設氫能設施，預料應用煤
氣公司供氫的氫能巴士最快可於
2024年行駛。集團營運總監（內地
公用業務）紀偉毅指，去年天然氣
價格非常波動，但今年已大幅回落
並趨穩定，相信內地今年疫後復

常，順價問題不大，價差會回復正
常。

美麗華酒店純利增近46%
美麗華酒店（0071）公布截至去

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收入按年升
10.8%至13.82億元，純利增45.5%
至 4.8億元，基礎溢利增23.6%至
5.23億元，派末期息29仙，全年派
息50仙。集團指，收入增加受惠政
府自去年第四季起撤銷出入境限
制，加上分階段發放電子消費券，
市面消費氣氛逐漸恢復，對集團業
務有正面影響。展望隨着內地與香
港經濟復常，營商環境逐漸變得更

明朗。

經濟復常營商環境趨明朗
集團的酒店及服務式公寓業務去

年收入增11.2%至3.18億元，期內
入住率增加至28%；EBITDA盈利
增2.9倍至1,800萬元。至於收租業
務收入按年跌1.8%至8億元，EBIT-
DA為6.77億元，按年跌2.9%。餐
飲業務收入1.73億元，增30.1%，
其中第三季及第四季收入分別按季
增 8%及 42%，EBITDA虧損收窄
82%至 190 萬元。旅遊業務收入
9,100萬元，EBITDA虧損按年收窄
42.7%至1,3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內房股陸續放榜，
龍湖（0960）昨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年業績，收入按年增
加12.1%至2,505.6億元（人民幣，下同），股東應佔溢
利微升2.1%至為243.6億元，派末期息每股0.8元，全
年共派息1.13元，按年減少33.5%。業績報告表現穩
定，龍湖昨收報21.85港元，升3.1%。

擬加大境內銀行融資
該公司首席財務官趙軼於線上業績會表示，為保證集

團的安全現金流，會提前進行還款，年內已經無境外債
到期。他料全年債務維持在2,080億元，且會加大境內
銀行融資，適度減少境外融資。截至去年底，平均借貸
成本4.1%，按年持續下跌，賬期為6.67年，外債佔比
進一步降低5個百分點至23%，以抵禦風險。
趙軼續指，今年簽約和拿地會視乎市場情況保持彈

性，去年毛利率為21.2%，未來會繼續在20個助力城
市、14個城市的核心區域發展，項目毛利率達到20%以
上才會考慮。高級副總裁張旭忠補充，去年的去化率為
58%，預計今年可提升至65%，會採用相對有彈性的供
貨策略。

上月全口徑銷售升逾六成
他透露，今年首兩個月累積銷售額280億元，按年增

41%，表明市場信心逐漸恢復。重點關注城市包括北
京、成都、南京、西安和重慶等地，整體2月房價及成
交量均有回升，單計2月，龍湖全口徑銷售為174億
元，按年增86%，按月升61%。
談及旗下物管公司龍湖智創生活上市時間表，趙軼回

應，不會為短期謀求上市資格而焦急上市，會「順勢而
為，作好準備，靜待花開。」

中華煤氣去年多賺逾4%
中華煤氣（0003）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營業

額 609.53 億元，按年升 13.8%。純利 52.48 億元，按年升

4.6%；每股盈利28.1仙。派末期息23仙，連同中期息每股派

12仙，全年共派息每股35仙。期內，本港煤氣銷售量約為

273.98億兆焦耳，按年跌1%；而本港爐具銷售量則按年升約

4%。截至去年底，客戶數目為199.5萬戶，按年升約2%。集

團在內地的業務平穩發展，已於28個省級地區取得合共624

個項目，按年增110個，本年度新增的主要為可再生能源項

目。公司股價昨收7.21元，升0.139%。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李寧冀今年續在港開店

龍湖去年多賺2%

◆黃維義（右三）表示，公司業務並未受疫情阻滯，本港經濟正逐步復
常，香港的燃氣業務不會受嚴重影響。

◆ 錢 煒
（ 左 ） 表
示，目前集
團銷售在快
速恢復中，
今年首三月
均按月有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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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就財政部對德勤華永罰款逾2億元
（人民幣，下同）、北京分所停業三個月的處罰，德勤
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昨回應稱，尊重和接受財政部的處罰
決定，對財政部認為其審計工作的某些方面未能充分達
到審計準則的要求感到遺憾。
德勤官網刊登聲明並稱，需要說明的是，財政部的檢

查工作證明德勤華永、北京分所及其註冊會計師在審計
過程中均不存在任何不誠信的行為。
財政部周五通報，決定暫停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北

京分所經營業務三個月，沒收違法所得並處罰款總額
21,190.44 萬元，理由是德勤未充分關注中國華融
（2799）多項經濟業務實質，存在嚴重審計缺陷。
財政部官網刊登通報並顯示，中國華融、華融致遠等

八家「華融系」公司，則每家被處以10萬元罰款，合
計80萬元。

「華融系」8公司各罰款10萬
通報稱，經查，華融2014至2019年度不同程度存在
內部控制和風險控制失效、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等問題。
德勤未充分關注華融多項經濟業務實質，未穿透審計底
層資產真實狀況，對重大投資事項忽略審批合規性，對
已識別的異常交易未恰當發表審計意見，未能客觀評價
企業資產狀況，未能準確評估預期信用損失模型參數的
合理性。
同時，在提供審計服務期間，未保持職業懷疑態度，

未有效執行必要的審計程序，未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
據，存在嚴重審計缺陷。

審計華融存嚴重缺陷
德勤華永被罰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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