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內房股首季銷售情況(人民幣)
公司 3月銷售 首季銷售 同比變幅 完成率

中國海外(688) 金額(億港元) 90.54 261.07 32% 33%
面積(萬平米) 49.64 139.7 0%

中渝置地(1224) 金額(億元) 6.2 10.028 -42% 15%

面積(萬平米) 8.3 12.95 -32%

首創置業(2868) 金額(億元) 14.7 22 -13% 18%

面積(萬平米) 21.8 32 43%

大地產(3333) 金額(億元) 40.2 82.6 -58% 10%

面積(萬平米) 61 129.9 -55%

碧桂園(2007) 金額(億元) 61.2 61.2 -34% 14%

面積(萬平米) 99 99 -31%

合景泰富(1813) 金額(億元) 10.31 20.34 -38% 17%

面積(萬平米) 7.08 14.53 ／

花樣年(1777) 金額(億元) 6.7 10.13 -3% 14%

面積(萬平米) 8.7515 13.2368 83%

世茂房地產(813) 金額(億元) 43.24 73 15% 24%

面積(萬平米) 32.4477 58 15%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建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中國全通(633)
表示，去年收益錄得人民幣6.24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25%。當中毛利亦上升21%，
達至2.55億元。該公司主要從事無線數據通信
及衛星通信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同屬高端
科技，毛利率因而能夠保持在40%以上。

該公司行政總裁蕭國強表示，兩種業務發
展前景在「十二五」規劃下得到推進。其業
務的客戶主要有70%來自公安、消防、人防等
業務部門，亦有涉獵其他業界例如內地煤氣

公司等。該公司去年提供的無線數據通信應
用解決方案及服務，約佔業務分部總量約
48%，主要包括智能數據終端、智能監控系統
兩部分。

蕭國強續稱，2009年上市集資的金額現在只
用去60%，未來會加大力度進行研發。雖然現
時的主要競爭對手為國營企業，但相信憑藉
創新研發及技術，能爭取更多市佔率。目前
已有準備足夠現金，作收購合併，以加速擴
大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國資委昨公布，
內地最大的跨區域性糧食物流企業中國
華糧物流集團日前移交國資委管理，國
資委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至此
國資委下轄的中央企業數量達到118

家。
中國華糧物流集團於2006年8月註冊

登記，註冊資本金47.55億元人民幣，主
要從事糧食運輸、糧食貿易、糧食儲
存、糧食加工等業務，是目前內地最大

的跨區域性糧食物流企業，承擔 服務
宏觀調控和糧食安全等任務。此前，華
糧物流集團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財政部會同國務院國資委、國家糧食局
共同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毅然)  上海石

化(0338)去年純利倒退65%，主要受累於

高原油成本及第四季化工市場需求下

跌，董事長戎光道昨日表示，今年首季

情況比去年第四季略有好轉，但總體情

況仍未明顯，沒有根本性的好轉。

戎光道指，化工方面，首季的產品價

格回升3%，但他認為產品價格仍需要提

升，否則整個行業都很難走出困境。需

求方面，雖然出口情況有明顯好轉，但

國內仍然未有改善。煉油業務方面，今

年以來成品油價格調整過兩次，煉油虧

損較去季少，但目前原油價格仍在高位

運行，原油成本甚至較去季高。戎光道

又指，內地成品油價格根本未調整到

位，發改委並沒有嚴格執行調價機制。

首季稍好 總體情況未明顯

國際原油價格於去年一直維持每桶

110美元左右的高位，為煉油行業帶來

成本壓力。近日由於伊朗問題，布蘭特

油價衝破每桶120美元。戎光道透露，

今年為止集團並沒有拿到伊朗的原油，

但伊朗油佔集團去年原用量不足10%，

集團會相應調整比例，以保證有足夠的

原油。

他又指，天然氣是很好的替代能源，

去年集團天然氣用量為4.5億立方米，為

集團降低7億元人民幣成本。儘管內地

天然氣價格有調整趨勢，但他認為，價

格相對石油還是偏低，即使再漲價仍然

能接受。被問及會否考慮煤化工，他表

示集團有做研究，煤化工的成本相當

低，但帶來環保問題，且煤價也在不斷

上升，因此現階段不是適當時機。

天然氣降低7億元集團成本

集團今年計劃資本開支約為32億元人

民幣，與去年相若，主要用作煉油改造

項目。戎光道預計，煉油改造項目的六

期工程建設將於今年底完成並投產，相

信可以將加工原油產量提升400萬噸至

1600萬噸。而集團今年的目標加工原油

產量將增約10%至1200萬噸，汽油及柴

油產量分別增加近13%至109萬噸及450

噸。

巴特爾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一年前，
內蒙古在港成功舉辦了蒙港經貿合作活

動周，掀開了內蒙古與香港交流合作的新篇
章，推動兩地政企間的互動、人員的往來、
經貿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頻繁。一年來，蒙
港貿易額增長了26%，內蒙古實際利用港資
增長了55%，內蒙古的港資企業達到1,328
家，佔全自治區外資企業的44%。在該活動
周期間，蒙港兩地共簽訂合同投資項目41
個，投資總額達318億美元，目前已有24個項
目資金到位。

含稀土多晶硅旅遊等項目
巴特爾續稱，此次內蒙古在港舉辦「2012

年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活動周」，希望將蒙
港合作推向一個新的水平。此次內蒙古精心
篩選了200個成長性好、投資回報高的項目，
較去年在港舉辦的活動周，項目層次更高、
涉及領域更廣。根據有關資料，此次內蒙古
推出的招商項目，包括農畜產品及其深加
工、化工、冶金建材、機械電子、稀土多晶
硅、醫藥、旅遊、基礎設施和能源等。

巴特爾還表示，除推出招商項目外，此次
內蒙古還將舉辦一系列特色鮮明的推介活
動，譬如草原英才招聘推介、雲計算產業發
展推介和旅遊推介等。

辦系列特色鮮明推介活動
出席開幕式的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在致辭時表示，香港是世界

級的國際服務業中心，也是世界級的國際金
融中心，是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的
首選平台。截至去年底，累計有11家內蒙古
企業在港投資，投資總額為2.8億美元，並有
3家企業在香港上市。他期望有更多內蒙古企
業來香港投資，促進兩地人才交流，提升企
業管治，走向國際化。

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也在開幕式上致

辭。中聯辦副主任郭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
席陳鎮仁等嘉賓亦出席了開幕式。內蒙古自
治區常務副主席潘逸陽昨日主持了開幕式。

在開幕式後，內蒙古還舉辦簽約儀式，即
場簽訂了14個項目，涉及製藥、燃氣、木材
交易市場、高純硅材料、太陽能、雲計算產
業鏈和物流等。

中國全通多賺25%至6.24億

說短語財

香港文匯報訊 華電國際(1071)昨日表示，今
年首季發電量為4,049萬兆瓦時，上網電量為
3,777萬兆瓦時，分別同比增長6.06%及
5.95%，發電量增長的主要來自新投產機組的
電量貢獻。而龍源電力(0916)昨日亦指，首季

完成發電量696.64兆瓦時，較去年同期增長
6.92%，當中3月份為252.44兆瓦時。而3月份
風電發電量增長6.5%，其他可再生能源增長
209%，火電僅增長0.4%。

華電首季發電增6%  龍源增6.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維達國際(3331)
公布，控股股東富安與另一主要股東愛生雅
訂立有條件購股協議，富安計劃以每股15
元，出售公司4690萬股現有股份，佔已發行
股本約4.9%，每股作價較股份昨日收市價溢

價約22%，套現7.035億元。完成出售後，假
設公司無額外發行新股份，富安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於公司持股量會由現時約31.68%降
至約26.78%，愛生雅持股量由17.71%增至
22.61%。美林遠東為是次配售代理。

維達兩主要股東訂購股協議

中國 經濟B3 責任編輯：何寶棠 2012年4月11日(星期三)

國資委接管華糧物流集團

上石化去年純利倒退65%

三星芯片項目落戶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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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外售樓首季達全年目標30%

內蒙古港推200項目招商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卓建

安）「2012年內
蒙古·香港經
貿合作活動周」
開幕儀式後，
內蒙古自治區
發改委主任梁
鐵城介紹內蒙
古的投資環境
和招商引資的
重點領域。他
稱，今後一個時期，內蒙古招商
引資的重點涉及新型化工產業
鏈、新材料產業鏈、綠色農畜產
品產業鏈、雲計算應用產業集
群、裝備製造產業集群、優勢生
物技術產業鏈、節能環保產業群
和現代服務業等八大領域。

有機農畜產品前景廣闊
梁鐵城介紹說，內蒙古煤炭探

明儲量居全國第一位，鹽、鹼、
硅等資源儲量居全國前列，具有
發展新型化工的良好基礎。煤化
工領域方面，將依托國家新型煤
化工五大示範工程，推動煤化工
高端化、集群化發展和循環利
用，構建煤氣化、液化、焦化等
延伸加工循環產業鏈。

新材料產業鏈方面，將以現代
製造業為突破口，大力發展高性
能鋁合金、鍺合金、鎂合金，引
進航空材料、電子材料、交通運
輸工具材料等有色金屬深加工產
業。綠色農畜產品產業鏈方面，
內蒙古擁有13億畝草原、3.6億
畝森林和1.07億畝耕地，綠色生
態環境良好，發展綠色、有機農

畜產品精深加工產業前景廣闊。
雲計算應用產業集群方面，內蒙
古具有建設雲計算數據中心的氣
候、土地和電力等多方面優勢，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
通、世紀互聯、中興能源和IBM
等公司均在內蒙古投資建設雲計
算中心。

5年內冀培養人才1200名
另外，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組織

部副部長王�亦介紹了內蒙古
「草原英才」招聘工程。王�表
示，為適應內蒙古經濟社會持續
快速發展對人才的迫切需求，
2010年內蒙古啟動了「草原英才」
工程，力爭用5年時間，引進培
養海內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
1,200名；建成高層次創新創業
基地30個、創新團隊30個。去年
該區還出台了《內蒙古「草原英
才」工程若干政策規定（試
行）》，對到內蒙工作的高層次人
才，視不同情況一次性給予50萬
至500萬元人民幣的創新創業資
金，提供150平方米以上住房，
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實習記者張仕

珍 西安報道）韓國三星電子昨與陝西省西安市
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一期投資70億美元的
韓國三星電子存儲芯片項目正式落戶西安高新
區。這不僅是改革開放以來內地電子信息行業
及陝西省引進的最大外商投資項目，也是韓國
三星電子在海外投資規模最大的一個項目。陝
西省委書記趙樂際、省長趙正永，三星電子副
會長權五鉉等出席簽約儀式。

一期投資70億美元 明年投產
此次落戶西安的存儲芯片項目，不僅是三星

在海外半導體生產線的單項投資中規模最大的

一筆，同時也是三星電子第二個海外
半導體生產工廠。據悉，在西安投資
的存儲芯片項目將以研發、生產世界
先進水平閃存芯片為主，將採用世界
最 領 先 的 技 術 ， 進 行 1 0 納 米 級 的
NAND Flash（閃存）量產。預計一期
投資70億美元，2013年底投產後，每
月可生產10萬片。

技術含量和投資創三星紀錄
三星電子副會長權五鉉在簽約儀式

上表示，此項目對三星來說尤為重
要，技術含量和投資金額均創下紀錄。三星曾
經有幾個候選的地區，但最終選擇西安，一方
面因為西安周邊有許多三星電子的主要客戶。
另一方面，西安的人才優勢、良好的投資環
境，以及在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中所處的要衝
地位，西安被認為是半導體生產線建設的最適
合地點。

陝西省省長趙正永表示，三星電子項目落戶
西安，這是雙方優勢結合的正確選擇。三星電
子在技術、管理、資金等方面具有先進的經驗
和雄厚的實力，對陝西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
濟外向度、加快建設國家級電子信息產業基
地，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內地房地產調控仍
然壓制內房企業今年的銷售，昨日多家公佈首季銷
售情況的內房企業，大部分環比去年同期均大為遜
色，除中國海外(0688)完成全年目標逾30%外，其餘
多間均在10%至20%之間徘徊，全年銷售能否達標壓
力甚大。

大去年同比少58% 
昨日公佈首季銷售的多家內房，雖然大部分企業3

月銷售金額均環比2月有所回升，部分更創今年單月
新高，但環比去年首季，銷售則明顯遜色，除中國
海外(0688)及世茂(0813)今年銷售金額同比去年有約
32%及15%增幅外，其他多家企業首季銷售均較去年
為少， 大(3333)更較去年同比少58%。

中國海外3月銷售90.54億港元，環比2月回落近
31%，但該公司首季銷售表現卻為同業最佳之一，
首季已完成全年目標33%。相對地，同為內房龍頭
之一的 大，雖然3月銷售環比1、2月均升近倍，但
首季銷售僅約82.6億元(人民幣，下同)，完成全年目
標僅約10%。

合景泰富(1813)3月內銷售亦環比增長約73%至
10.31億元，但集團首季銷售較去年同比下跌約
38%，完成全年銷售目標亦僅約1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

「2012年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活動周」

昨日在港開幕，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

特爾出席開幕式時表示，此次內蒙古

精心篩選了200個成長性好、投資回報

高的項目，希望港商積極前來投資。

■三星電子副

會 長 權 五 鉉

（左）與陝西

省省長趙正永

（右）簽署戰

略合作框架協

議。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張仕珍 攝

■左起：上海石化財務總監葉國華、董

事長戎光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2012年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活動周開幕儀式後簽訂一批項目。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內蒙古自治

區主席巴特爾

（左一）、常務

副主席潘逸陽

（右三）、中聯

辦副主任郭莉

（右一）和香港

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

樑（右二）出

席活動周開幕

儀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偉民 攝

■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左)與文匯報董事長、

社長王樹成交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