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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C Limited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267）

董事長致股東的信

各位股東：

二零一五年，國內外經濟環境複雜嚴峻。貨幣和資本市場的動盪，大宗商品價
格的持續下跌，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等都是投資界比較關注的問題。這一年中
國經濟步入了深度調整期，也走到了轉型升級的關鍵期。中國經濟規模龐大，
在轉向消費拉動模式的過程中有很多發展機遇。在新常態下，中國企業更注重
可持續發展和創新，國際競爭力也越來越強。

中信在過去一年繼續推進改革。正大、伊藤忠和雅戈爾的增持為公司帶來了可
觀的資金，使我們的財務實力進一步增強，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的發展機遇。此
外，進入二零一六年，我們對房地產業務進行了重新定位。

在這封信裡，我想談四點：首先是為什麼我們要與一流的房地產公司合作。然
後，我想分享中信堅持「走出去」戰略進行海外投資所取得的成績。另外，我將
針對去年個別下屬公司在監管上所暴露的問題談談風險和品牌管理。最後，我
想強調我們保持競爭優勢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的核心理念。

中信股份的年報以及我給各位股東的信是我們與大家溝通的重要渠道之一，
所以我們一直致力加強年報的披露，盡可能對公司業務進行詳細介紹。中信
旗下有不少非上市公司，許多股東向我們反映，希望對這些業務加深瞭解。因
此在二零一五年的年報中我們會重點介紹全球最大的汽車鋁輪轂企業中信戴
卡，以後每年也都會以專欄的形式對一家子公司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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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績

中信股份在二零一五年錄得歸屬於普通股股東的淨利潤為港幣四百一十八億
元，較二零一四年增加5%。利潤的主要來源仍是金融業務，其中中信銀行佔比
最大。非金融業務方面，因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特別是原油價格創歷史新低，
導致公司資源板塊大幅虧損。此外，因鐵礦石價格走低，我們對中澳鐵礦項目
計提稅後非現金減值撥備港幣一百二十五億元，這也是導致利潤減少的另一
個主要原因。去年我說過要在中信逐漸形成金融與實業較均衡發展的局面，但
提高非金融板塊盈利能力的工作是任重而道遠的，去年的業績就反映了這一
點。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20元，各位股東可得的二零一五年全年股
息為每股港幣 0.30元。

業務重組

大家比較關心的房地產業務重組是我們去年的一項重點工作。地產板塊過去
主要包括中信地產和中信泰富地產兩家公司。

我們在整合的過程中，仔細審視了公司的資產、運營模式以及市場定位，也分
析了如何充分發揮競爭優勢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房地產市場。在住宅地產方面，
中信的規模和土地儲備較行業一流企業仍有一段距離。公司的管理層對業務
發展有一個共識，就是要在所涉足的行業打造有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如果憑一
己之力難以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要與行業領導者合作。

經過深思熟慮，我們認為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個理想的合作夥伴。中國
海外在國內住宅地產開發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而且我們兩家各自的最大股東
中信集團和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是長期戰略合作夥伴，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
因此本月中，我們宣佈向中國海外出售內地的住宅物業資產，交易完成後，中
信將持有中國海外10%的股權，同時也將從中國海外獲得部分商業地產資產。

我們之所以作出這一決定是因為相信中國海外能使這部分的資產實現價值最
大化。而且通過持有中國海外的股權，我們可以繼續參與國內住宅地產市場的
發展。公司地產業務發展模式的改變，是我們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又一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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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未來地產業務的管理將以新成立的中信城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中信
城投」）作為平台。中信股份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王炯先生親自掛帥，擔任中信
城投的董事長。中信泰富地產總經理劉勇先生擔任總裁，負責日常管理。

中國房地產市場正在經歷一場變革。越來越多的開發商利用非傳統渠道融資，
以「輕資產」的運營模式來進行地產開發和管理。中信的獨特優勢在於我們本
身擁有一個包括中信信託和中信證券等公司在內的全方位的金融平台。隨著
房地產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我們將充分利用中信在金融方面的資源，加上自身
的經驗和專長，通過多樣化的方式實現房地產業務的可持續增長。

加強海外佈局

立足中國，放眼全球，是中信一直秉承的發展理念。我們大力拓展海外市場，
積極發掘新的投資機會。中信的員工來自多個國家，在管理上也更趨國際化。
許多子公司諸如中信戴卡、中信建設以及特鋼的客戶都遍及世界許多國家和
地區。通過海外業務佈局，我們自身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我們過往的經驗，
不論成功還是挫折，都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我們瞭解投資當地的法律、法規和
習俗文化，因此能遊刃有餘地建立戰略互信、務實互利的合作。

去年十月底，我隨習近平主席出訪倫敦參加中英工商峰會，在習主席和英國首
相卡梅倫的見證下，我代表中信建設與總部基地公司簽約，中信建設成為位於
東倫敦皇家阿爾伯特碼頭亞洲商務港項目的總承包商。項目建成後，該區域將
成為倫敦的第三個商業區。倫敦項目的簽約進一步擴展了中信建設在海外的
業務。

中信戴卡去年在美國密歇根州投資建設一家鋁輪轂生產廠，已於今年初開始
試生產。另外，中信戴卡在德國也建有生產基地。今年，在年報業務回顧的專
欄部分你們可以詳細地瞭解戴卡。

位於西澳大利亞的中澳鐵礦是我們最大的海外投資項目。雖然只佔中信整體資
產的一小部分，但其規模和投資龐大，是中信海外業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投資者對這個項目的關注是很自然的。

中澳鐵礦項目在過去一年取得重大進展。第三和第四條生產線在第四季度開
始帶料調試，目前四條生產線的產量和出口量都不斷提高。我很高興向大家報
告最後兩條生產線的建設也將在今年上半年如期完成，屆時全部六條生產線
將進入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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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澳礦工作由建設全面轉向運營，提高選礦生產線的作業能力、降低生產成
本以及提高效率都將是我們面臨的挑戰。最近，我們決定在項目現場建一個小
型機場，這樣可將員工往返現場的時間縮短30%，從而減少項目成本、提高效
率，還可加強人員安全保障。我們的目標是要成為全球成本最低的磁鐵礦生產
商，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過去一年，媒體不時報導我們與Mineralogy之間的法律糾紛。Mineralogy還試圖
上訴提呈將中信趕出中澳鐵礦項目所在的普雷斯頓港口區，但被澳大利亞聯
邦法院駁回。未來我們會繼續遵循澳洲的司法程序，保護股東、公司和項目的
利益。

合規、風險和品牌管理

去年，由公司持股16.7%的中國最大的證券公司中信證券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一些高級管理人員因涉嫌違法接受調查，對公司的品牌、信譽和經營都造成了
很大影響。

坦白說，這給整個中信敲響了警鐘。不能否認，中信證券的風險管理工作以及
員工的職業道德教育沒有跟上其業務發展的需要。作為中信證券的單一最大
股東，我們有責任和中信證券同舟共濟，幫助其進行內部調整，渡過眼前的難
關，確保股東利益不受損害，保證其未來的可持續發展。

年初，張佑君先生獲選擔任中信證券董事長，他早在一九九五年中信證券成立
之初就加入公司，也曾任中信建投證券的董事長，在證券行業擁有豐富經驗，
佑君也是中信股份的高級管理層成員之一。

我們要進一步將中信股份成熟的風險管理體系延展、深化至所有下屬機構，有
力維護品牌形象，強化信息管理的體系與流程。

隨著中信業務的擴展以及更多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中信」
品牌的管理勢在必行。中信在中國家喻戶曉，在海外的知名度也與日俱增，品
牌聲譽是多年來所有中信人通過為顧客提供優質產品、服務、以及為社會做貢
獻日積月累而成的。我們珍視中信品牌的傳承和聲譽，也會繼續為提升中信品
牌而努力。

保持競爭優勢，創造長期價值

我們經常聽到外界的一些評論，認為中信股份的許多業務比如銀行和製造業
等都屬於傳統經濟的範疇，缺少新經濟元素。然而這些行業都是國家的支柱，
製造業更是與中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而中信在這些行業中的許多領域具有
領導地位和相當的規模效應，這也是公司的基石，我們深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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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控制外部的經濟環境或是大宗商品價格的起落，我們可以做的是夯
實業務，提高經營效率、做好成本控制、保持優勢，更好地抓住未來的機遇。在
經濟高速增長時做好業務不是件難事，但在經濟下行時，更能讓一家優秀的企
業脫穎而出。

大家知道，中信是一個綜合性企業集團，業務涵蓋各個領域。我們的商業模式
非常適合中信，但有些投資者則認為這種模式較難分析，所以綜合性企業在市
場中有折價。因此，我們更需要清楚地向投資者展示每項投資決策背後的原
因、規劃、競爭格局和願景，希望能就此增加投資者的信心，從而縮小甚至消
除折價。

我們會堅持這種綜合性商業模式，力爭在所涉足領域做到最好。我們很多業務
都具有長足的發展前景，有些更是行業龍頭，能更好應對嚴峻經營環境所帶來
的挑戰。例如我們的特鋼業務盈利領先同行。中信戴卡也繼續保持在全球鋁輪
轂製造行業的領先地位。這兩家企業的成功歸功於他們不斷融合先進技術，以
及在智能製造方面的積極探索和創新，更是與他們完善的管理及有效的成本
控制分不開。經驗告訴我們像中信這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公司有著廣闊
的發展前景。

當然，中信也在積極投資及開拓「新經濟」相關的業務領域，比如環境保護和電
子商務等。與公司成熟的業務相比，這些還處於起步階段。今後，我們會繼續
發展和壯大這些業務。隨著大眾日益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由此帶來與個人消
費相關的行業及服務行業的快速增長，這將在許多領域為我們創造更多的機
會。

中信十分重視戰略規劃和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我們地產業務的重新定位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年一月在全公司管理人員年度工作會上，我們總結了公
司在嚴峻的市場環境中，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共渡難關的經驗，也再次強調了
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的核心理念。我們不能要求投資者對我們有無窮的耐心，
但我們會竭盡所能讓您的投資得到合理的回報。

中信致力打造一家經久不衰的企業。短期的困難終會被克服，希望你們和我們
一樣，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保持信心。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那些對國家舉
足輕重的行業一定能經受得住跌宕起伏，並將繼續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衷心感謝全體員工的真誠付出，也為能帶領他們繼續前行感到驕傲。我也衷
心感謝股東、投資者、董事會成員以及各家銀行對中信的支持。讓我們以發展
的眼光，齊心協力，共同迎接公司更美好的未來。

常振明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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