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06

I FO
Innovate.Invest.Inherit.

2019.1粵創家族辦公室及駿譽會成功合辦「AIA
友邦嘉年華2019 VIP NIGHT」 
粵創家族辦公室及駿譽會合辦的「AIA友邦嘉年華 2019 VIP 
NIGHT」已於1月17日圓滿結束。是次活動反應十分熱烈並
得到貴賓們的熱烈支持，當晚不僅提供了各行各業生意夥
伴互相認識及交流的機會，並加深了對粵創家族辦公室、 
駿譽會及MCA各項服務的認識。MCA與AIA友邦嘉年已經
是第二年度合作，MCA的融資服務在2018年已經開始拓展
海外市場，包括澳洲、新加坡以及澳門。在行業方面，
MCA的服務亦推展至廣泛的層面，不但有零售商，還有娛

樂事業門票、主題嘉年華、體驗館等，務求將業務持續擴
張及多元化發展。 

是次活動邀請了無線娛樂台主播趙紫喬小姐擔任活動主
持，著名風水玄學家邱天緣先生分享2019年風水玄學運程
及國際得獎魔術師John Fung作魔術表演。另外，是次活
動得到多位客戶支持及特別鳴謝多個合作夥伴包括MCA信
預錢、Success Bankers AIA – A Member of Success Peter 
Group、天資基因檢測中心DNA WECHECK、Young+及
PongConnect的鼎力協助下成功舉行。

粵創家族辦公室舉辦「AIA友邦嘉年華2019 VIP NIGHT」

粵創家族辦公室
最新通訊 
2019年6月號
粵創不時籌辨多項活動，並致
力提供多元化的資訊及不同
類型的體驗。



2019.3粵創商業研究所于廣州開立全新辦公室  
成為華南區全新據點  開拓華南地區發展空間
粵創商業研究所於3月30日在廣州開立全新辦公室，成為華
南區全新據點，開拓華南地區發展空間。研究所一直以「創
新商業．家族傳承」為理念，積極參與並推動社會及人力培
訓的資源，以適應知識型社會的繁盛發展，藉此成為亞洲具
有質素、規模的專業培訓及專案統籌機構。粵創商業研究所
招納了數名一流的企業諮詢顧問、投資管理及財資策劃專家
作為核心團隊，為企業提供一站式企業診症及後續服務，讓
各家族成員及企業客戶更加瞭解各類金融市場，並進行分析
和提供企業戰略，使家族成員或家族企業繼承人輕易而舉地
掌握基本投資技巧及理念，從而成為大中華以至亞洲地區的
商界領袖。 另外，京粵家族辦公室與廣州領前律師事務所亦
正式於同一地點設立廣州京粵家族辦公室，為香港京粵家族
辦公室的戰略合作夥伴。 

兩家公司的成立儀式於當日中午12時在廣州天河區華南植物
園內舉行，更特別邀請了一眾嘉賓出席，包括：粵創金融集
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馮嘉諾先生、粵創商業研究所首席策略
官李灝龍先生、粵創商業研究所項目總監陳鳳儀女士、領前
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費瑤先生、香港京粵家族辦公室主管林
霆峰先生及廣州京粵家族辦公室總經理蕭梓廷先生一同主持
剪綵儀式，並與商務夥伴及各界友好，共證盛事。

粵創商業研究所于廣州開立全新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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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為讓各嘉賓進一步深入瞭解廣州京粵家族辦公室的各
大服務，在場內安排了粵創商業研究所服務展示區就粵創商
業研究所各大服務作出詳細解說。現場出席的嘉賓就粵創商
業研究所首席策略官李灝龍先生的演說及研究進行更深入瞭
解與題問。粵創商業研究所與廣州領前律師事務所雙方一致
同意就廣州及華南地區開展長期合作空間。透過粵創商業研
究所全新辦公室的成立，促進雙方發展機遇，拓展服務領
域，達至相互支持，互利互惠、致力為華南區的家族企業提
供全方位的服務。



全力支持的《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
2019.4粵創金融集團全力支持的《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
基金舉辦的「愛．閱讀．夢之旅」2019探訪及體驗六天團圓滿
結束
由粵創金融集團全力支持的《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於4月18日至4月23日
復活節期間舉辦的“愛閱讀．夢之旅”探訪及體驗團經已圓滿結束。是次行程主要到
訪西安、甘肅、寧夏等地農村學校及出席由京粵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冠名贊助的《京粵
圖書館》開幕儀式，並瞭解基金一直以來在農村推廣閱讀教育的工作及成效。

粵創金融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京粵財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
現任《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董事及主席馮嘉諾博士，于早前參與愛閱    
讀·夢之旅探訪及體驗六天團，並與家人身體力行一同到農村學校探訪，瞭解農村家
庭的生活現況及帶領參加人士探訪閱讀夢飛翔的農村專案學校，並為，由京粵財富管
理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位於中國內地中寧縣紅梧完小的圖書館主持開幕儀式。

希望藉著支持《愛．閱讀．夢之旅》活動，宣揚「愛與關懷」的訊息，同時讓大家深入
瞭解閱讀夢飛翔推廣閱讀教育的工作及成效。

粵創金融集團將繼續全力支持農村基礎教育教學文化，為農村孩子的未來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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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創商業研究所課程
2019.5粵創商業研究所課程
粵創商業研究所現為金融行業工作經驗人士準備全新的基礎金融實務課程及
進階金融實務課程，為具經驗的金融從業員帶來專業的增值機會！ 

基礎金融實務課程內容包括：外部資產管理簡介、家族辦公室簡介、共同彙
報標準、成立香港及離岸公司及開設銀行帳戶、設立離岸基金、保險市場介
紹等。進階金融實務課程專為已具備多年金融行業工作經驗人士及/或投資概
念的人士而設，內容包括：香港股票交易市場及證券經紀服務介紹、資本市
場介紹、另類投資介紹、“信預錢”及“租好啲” 項目介紹等。

粵創商業研究所還有其他課程還有團體培訓學習模組，適合公司及團體參
加，內容包括：金融實習項目，家族傳承辦公室體驗之旅及高桌晚宴等，讓
學員和導師們建立長遠的合作關係，深入瞭解大中華傳承企業邁向百年家族
企業之路及可安排到香港金融市場部門或金融業單位（如：香港聯交所）訪
問等。

報名表可於粵創商業研究所網站https://www.innovestbc.org/zh/下載。

如需報名或有關課程查詢，請聯繫資深課程統籌顧問黃昕淇小姐，電話：
+852 2151 2226；或電郵至IBCinfo@innovest.com.hk .

榮獲「商界展關懷標誌」
2019.5粵創金融集團榮獲「商界展關懷標誌」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19年5月頒贈「商界展關懷」標誌予粵創金融集團，以
表揚粵創金融集團於過去對關懷社區，關懷員工及關懷環境的承擔。粵創金
融集團已連續3屆獲頒「商界展關懷」標誌。粵創金融集團將繼續支持並履行
關懷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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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02202.HK）

1. 萬科（02202.HK）主營業務包括房地產開發和物業服務，集團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2,970.8億元，同比增長25.2%；
實現集團股東應佔年度利潤人民幣337.7億元，同比增長20.4%；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3.06元，同比增長20.4%；全
面攤薄的淨資產收益率為21.68%，較2017年增加0.54個百分點。

2. 銷售規模上升。集團實現銷售面積4,037.7萬平方米，銷售金額人民幣6,069.5億元，分別增長12.3%和14.5%。銷售
的產品中，住宅佔比84.9%，商辦佔比11.5%，其它配套佔比3.6%。集團的住宅產品繼續堅持面向主流客戶自住需
求的定位，144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戶型佔比91.4%。結算收入增長。集團實現結算面積2,191.4萬平方米，同比增長
10.7%；實現結算收入人民幣2,840.2億元，同比增長24.7%，開竣工面積同比增長。2018年集團開發項目新開工面
積約4,992.8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6.7%，較年初計劃增長40.8%；開發項目實現竣工面積約2,756.3萬平方米，同比
增長19.8%，較年初計劃增長4.8%。而2019年一季度收入和淨利潤分別大幅增長59.4％至484億元（人民幣，下
同），以及25.2％至11.2億元。利潤增長放緩是由於第一季所占規模較少所致。一季度已交付建面增加88.2％至311
萬平，但僅佔我們全年預測的10.5％。

3. 堅持高質量投資，確保資源結構健康。2018年集團獲取新項目227個，總規劃建築面積4,681.4萬平方米，權益規劃
建築面積2,490.2萬平方米，權益地價總額約人民幣1,351.4億元，新增項目均價為人民幣5,427元/平方米。按建築
面積計算，其中82.6%的新增項目為合作項目。按建築面積計算，其中72.1%位於一二線城市；按權益投資金額計
算，81.4%位於一二線城市。 

4. 2019年4月完成配售新股增强資產負債表。公司以每股29.68港元發行及配售2.63億股新H股。新股佔擴大後全部已
發行H股16.67%，以及配售後總股本2.33％。這次H股配售集資77.8億港元，主要用於償還債務。截至2018年12
月，萬科淨負債比率 31%，在這次新增股本進一步增强了公司資產負債表。 

2019年第一季比2018年第一季增長25%，按照2018年平均價32元計算，增長25%理應價格為40元。第一目標價32.8元
如突破有機會調整40元。

研究佈告



信義光能（0968.HK）

1. 信義光能（0968.HK）為公司控股股東，主營業務包
括光伏玻璃、光伏電站開發建設及運營，其中電站相
關業務自2014年起開展。2015年6月信義光能成立全
資子公司信義能源，並將光伏電站資產注入其中IPO
前信義能源持有9個電站合計裝機規模954MW。

2. 2015年10月信義能源引入9位股本投資者，合計持股
25%，信義光能持股75%。2019年5月28日信義能源

（3868.HK）在港交所上市公開發行18.83億股股份，
發行價每股1.94港元，集資淨額35.26億港元。IPO後
信義光能持股53.7%，仍為信義能源控股股東。公司
計畫IPO後從信義光能收購540MW光伏電站，並將
90%的募集資金用於支付目標電站收購款，剩餘10%用作營運資金。這批540MW電站已於2019年5月31日收購完
畢，協定購買價為40.833億港元。

3. 低負債高股息，具稀缺性。公司定位電站運營商，電站運維成本有限，總資產負債率顯著低於同行民營企業。公
司計畫每年分派金額不少於可分派收入的90%。

4. 公司2018年發電收入約12.01億港元，淨利潤約7.45億港元，分別較2017年同比增加7.62%、3.47%，而公司
2016-18年收入、淨利潤年複合增速分別達11%、6%，主業穩健增長。公司獲利率維持較高水準，2016-18年毛利
率均超70%，而淨利率均高於60%。

5. 2016-18年度公司銷售成本僅分別占收入的3.16%、3.69%和3.50%。公司2018年總資產負債率僅為23.70%，淨債務
與總權益比約19.80%，顯著低於同行民營企業。

6. 預計2019年平均20倍PE，對應價格為2.85港元。

財務摘要（百萬港元） 2017A 2018A 2019A

營業收入 1,116.04 1,200.56 1,445.73

(+/-)% 15.26% 7.57% 20.42%

毛利潤 827.80 899.99 1,089.07

凈利潤 719.64 745.03 911.12

(+/-)% 9.20% 3.53% 22.29%

PE 17.87 1726 14.44

免責聲明及披露:
本研究報告內容既不代表粵創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粵創資產管理”的推薦意見也並不構成所涉及的個別股票的買賣或交易之要約。
粵創資產管理或其集團公司有可能會與本報告涉及的公司洽談投資銀行業務或其它業務（例如：配售代理、牽頭經辨人、保薦人、
包銷商或從事自營投資於該股票）。粵創資產管理的銷售員，交易員和其它專業人員可能會向粵創資產管理的客戶提供與本研究部
中的觀點截然相反的口頭或書面市場評論或交易策略。粵創金融集團的資產管理部和投資業務部可能會做出與本報告的推薦或表達
的意見不一致的投資決策。報告中的資料力求準確可靠，但粵創資產管理並不對該等資料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諾。報告中
可能存在的一些基於對未來政治和經濟的某些主觀假定和判斷而做出預見性陳述，因此可能具有不確定性。投資者應明白及理解投
資證券及投資產品之目的，及當中的風險。在決定投資前，如有需要，投資者務必向其各自專業人士諮詢並謹慎抉擇。
本研究報告並非針對或意圖向任何屬於任何管轄範圍的市民或居民或身處於任何管轄範圍的人士或實體發佈或供其使用，而此等發
佈，公佈，可供使用情況或使用會違反適用的法律或規例，或會令粵創資產管理或其集團公司在此等管轄範圍內受制於任何註冊或
領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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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對法律顧問展開內幕交易檢控

天元資本有限公司因無抵押賣空而遭證監會譴責及罰款港幣
120萬元於2019年4月18日，證監會因天元資本有限公司在
2015年5月干犯有關賣空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缺
失，對其作出譴責及罰款港幣120萬元。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doc?ref
No=19PR32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openAp
pendix?refNo=19PR32&appendix=0

證監會禁止國信證券（香港）經紀有限公司前負責人員重投業
界十個月於2019年4月23日，證監會禁止國信證券（香港）經紀
有限公司前零售經紀業務主管及負責人員蘇細強（男）重投業
界，為期十個月，由2019年4月17日起至2020年2月16日止。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doc?ref
No=19PR33
有關證監會於2019年2月18日發表的新聞稿，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9PR10
有關證監會於2017年1月16日發表《遵從打擊洗錢／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規定》的通函，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circular/aml/doc?refNo=17EC9
有關紀律處分行動聲明，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openAp
pendix?refNo=19PR33&appendix=0

註：本文僅提供一般諮詢，並不旨在構成法律或其他專業意
見。

於2019年4月11日，證監會在東區裁判法院對執業律師梁柏
強（男）展開刑事法律程序。梁涉嫌就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
限公司股份進行內幕交易。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doc?ref
No=19PR30

DBA電訊（亞洲）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被裁定發出虛假或具
誤導性公告罪成於2019年4月11日，東區裁判法院在證監會
提出的檢控程序中，裁定DBA電訊（亞洲）控股有限公司前
首席財務官、公司秘書及執行董事陳偉銓（男），參與在
DBA公告中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的罪名成立。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doc?ref
No=19PR31
有關證監會於2018年6月28日發表的新聞稿，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8PR73

富士高、其行政總裁及首席財務總監因未有及時披露內幕消
息而遭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罰款合共港幣150萬元於2019年4
月12日，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在完成早前由證監會提起的研
訊程序後，裁定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其主席兼行政總
裁楊志雄（男）及首席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周麗鳳（女）未有
及時披露內幕消息。
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doc?ref
No=19PR27
有關證監會於2018年4月10日發表的新聞稿，請瀏覽：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
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8PR38
有關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的報告，請瀏覽：
https://www.mmt.gov.hk/sim/reports/reports.htm

（只備有繁體中文版）

為推動粵創商業研究所的理念–「投資理論，財資理論，壯大傳承」，著手為客戶及學員提供各項金融行
業內的最新法規及其他資訊，以配合繁盛的知識型社會發展及探討多個金融市場分析和企業戰略研究。

證監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