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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首季油氣增收1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海油（0883）昨公布今年首季

業績，錄得未經審計的油氣銷售收入約553.1億元（人民幣，下
同）
，同比上升13.3%，主要得益於油氣產量的上升。期內共錄得總
淨產量9360萬桶油當量，同比增加17.3%。

業 成功收購加拿大公司尼克森帶
績報告指，淨產量上升是由於

來的產量貢獻；加上中國海域新投產
油氣田番禺4-2/5-1、流花4-1等帶來的
產量貢獻，以及蓬萊19-3油田復產的
影響；此外，海外的美國鷹灘項目和
伊拉克米桑油氣田產量也持續提升。

尼克森實際盈利貢獻約1個月
首席財務官鍾華昨日於電話會議上
透露，尼克森首季總共貢獻690萬桶油
當量，但有關收購於2月26日才完成全
部交割手續，由3月1日起併入資產負
債表，故實際貢獻僅約為1個月。他又
稱，此前曾公布今年全年的產量目標
為3.38億至3.48億桶油當量，該數據並
未包括尼克森的貢獻。由於與尼克森
有關的預算文件仍在審批程序中，故
未能披露產量目標將會如何調整，集
團將適時公佈相關情況。

全年資本開支料逾120億美元
鍾華又指，收購成功後，集團正在
討論與尼克森的整合計劃，雙方高層
已進行過交流，目前正在組建項目團
隊。據他估計，集團今年全年的資本
開支約為120億-140億美元，而尼克森

還將另外耗費30億至40億美元左右的
資本開支。他不肯正面回答是否會發
行債券融資，僅表示會根據運營的需
求及市場窗口狀況，在適當時候進行
考慮。
業績報告又披露，期內平均實現油
價為每桶110.29美元，同比下降8.7%，
主要是由於遠東地區基準油價表現疲
弱；天然氣的平均實現價格為每千立
方英呎5.79美元，同比下降1.5%，主
要是尼克森天然氣實現價格較低的影
響。鍾華指，若撇除有關影響，期內
集團的天然氣價格同比有少許上升。
另外，中海油還在中國海域共獲得
四個新發現，並有六口評價井獲得成
功。通過評價，證實蓬萊15-2為中型
以上原油發現。期內公司的勘探、開
發及生產資本化支出達約148.0億元，
同比上升53.5%。

■得益於油氣產量的上升，中海油首季銷售收入按年增13.3%。圖為中海油總部
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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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2013年首季營運數字

中海油服純利略增1.2%
另外，中海油田服務(2883)公布今年
首季業績，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
算，公司錄得淨利潤12.11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略增1.2%，主要原因是期
內COSLPromoter生產前進行作業準備
和NH7進行恢復性修理等，同時為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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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定市場份額增加外包業務致使期內整
體成本增加，利潤率下降；每股基本
盈利為0.27元，與去年同期持平。期內
公司營業收入57.20億元，同比增加

19.3%。
中海油田服務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
勇預期，今年整體的運營環境將保持
平穩。

「石化雙雄」煉油表現迥異
中石油中石化首季營運數據
原油產量（億桶）
可銷售天然氣產量

0.189元。而中石油（0857）的煉油
業務仍錄得虧損，股東利潤同比下
中石油
中石化
跌8%至360.17億元，每股收益0.2
2013年 同比變幅（%） 2013年 同比變幅（%）
元。
2.31
1.8
0.82
0.8
中石化首季盈利增24.4%
7453
4.8
1632
13.9

（億立方英尺）

中石化業績報告披露，首季原油和
天然氣產量穩定增長，原油產量同比
增長0.78%至8,217萬桶，天然氣產量
原油平均價（美元/桶） 103.08
(2.3)
98.83
(6.8)
1,632億立方英尺，同比增加
天然氣平均價
5.07
4.1
5.86
3.9
13.98%。加工原油5,869.23萬噸，同
（美元/千立方英尺）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比增長5.92%；成品油產量3,529.53萬
噸，同比增長7.39%。煉油板塊同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石化雙雄」公布 扭虧為盈，實現經營收益22.04億元，主要是由於期
今年第一季業績，表現迥然各異。中石化（0386） 內煉油裝置高負荷運行，高附加值產品產量明顯提
煉油板塊實現扭虧為盈，令公司股東利潤同比增加 高所致。但化工業務板塊經營收益僅1.64億元，同比
24.4%，至166.77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收益 下降87.47%。
油氣當量產量（億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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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總薪酬845.6萬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2012年年報顯
示，總裁陳德霖去年總薪酬845.6萬元，
按年升5.2%，其中固定薪酬為600萬
元，浮動薪酬245.6萬元，以及其他福利
95.4萬元。期內金管局的員工固定薪酬

平均按年升5.2%。
去年金管局高層人員的編制及實際人
數為15人，其中職位的編制人數為803
人，實際人數為762人。年報指，局方
在2013年1月增設24個新職位。

中石油煉油化工板塊減虧
中石油首季共加工原油2.53億桶，同比下降1.4%，
生產汽油、柴油和煤油2,275.8萬噸，同比下降
1.2%。煉油與化工板塊經營虧損47.43億元，同比減
虧60.72億元。
其中煉油業務經營虧損15.60億元，同比減虧88.42
億元；受化工市場持續低迷影響，化工業務經營虧
損31.83億元，同比增虧27.70億元。
至於中石油天然氣與管道板塊，繼續保持天然氣
銷量快速增長，重點工程建設按計劃有序推進，期
內實現經營利潤11.00億元，受進口天然氣數量增加
及進銷價格倒掛影響，同比降低45.0%，其中銷售進
口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LNG)虧損144.5億元。
另外，此前任公司副董事長及總裁的周吉平獲選
為公司董事長，自4月25日起生效，現年61歲的他同
時擔任中石油集團董事長。

中信証券首季多賺13%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最大的證券
公司中信証券(6030)公布，今年一季
度實現凈利潤為9.75億元（人民
幣，下同)，比上年同期增長
12.98%，每股收益0.09元。期內公

司實現營收29.53億元，同比增長
23.61%；期末公司總資產1,895.75
億元，比上年期末增長12.5%。報
告顯示，中信証券當期投資收益達
到11.1億元，同比增1.3倍。

江蘇省大豐市近日組團來港
進行招商引資，並將於今天
（27日）上午於JW萬豪酒店舉
行招商洽談會。在此之前，大
豐市副市長兼大豐港經濟區管
委會常務副主任羅強接受了一
眾香港媒體的採訪，分享大豐
近年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以
及沿海開發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馳

加快沿海開發
推進城鄉統籌

大

豐市位於江蘇省東部沿海地區，距上海僅兩個小時車
程。大豐市域人口73萬，面積3059平方公里，下轄12
個鎮、兩個省級開發區，境內有省屬農場和滬屬農場各三
個。自2003年以來，大豐連續十年位居中國縣域經濟基本競
爭力百強縣市之列，並於2012年排名第55位。大豐擁有「麋
鹿故鄉」
、「濕地之都」
、「黃海港城」以及「上海飛地」等
四張城市名片，具有突出的區位優勢以及豐富的旅遊資源。
自從2009年江蘇沿海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大豐市的
發展也跨上新的歷史平台，社會經濟取得飛速發展。2012
年，大豐全市財政總收入突破100億元（人民幣，下同）
，位
列蘇北第一；公共財政預算收入40億元，增幅33.1%列全省
第一。

港口園區建設齊頭並進

■大豐市副市長羅強

大豐港作為江蘇中部唯一的出海大通道、國家一類對外開
放口岸、對台直航港口，經過10年的建設，一期、二期工程
相繼建成，三期工程進展迅速，即將投入使用，現有萬噸級
以上泊位8個，去年的貨物吞吐量突破2000億噸，步入中型
港口行列。羅強表示，大豐港到今年年底吞吐能力將達到
5000萬噸，實際吞吐量達到3000萬噸，並將於2015年泊位數
量增加到38個，最終實現大豐港經濟開發區「百億財政、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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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海外國際董事及財務總裁金柏堅(左)及
投資公關沈志澄。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東方海外
(0316)公布，今年首季錄得總收入13.64億美
元，按年升3.6%。不過，期內整體運載率較
2012年同期下跌2.3%，運載力按年增2.9%；而
總貨運量則按年跌0.3%，至124.15萬個標準
箱，每個標準箱之整體平均收入按年改善
3.9%。

首季收入增3.6% 工潮影響較輕

政府早前公布3月份出口數字時指，工潮對貿
易流量的可能影響仍未反映在貿易統計數字
中，料未來出口會較波動。東方海外財務總裁
金柏堅(Kenneth Cambie)昨亦指，碼頭工潮對公
司有影響，但若與同業比較，或由於公司採用
較先進設備而將影響減輕。金柏堅認為，事件
短期會帶來營運影響。而時間越長，影響的可
能更大，客戶有機會出現流失，亦帶來結構問
題，希望工潮各方可盡快達成解決方案。
另外，該公司將上調歐亞航線(西行線)貨運收費，每標
準箱(TEU)增加550美元。金柏堅指，運費於收費上調後
仍然受壓。他補充，公司第一季的客戶增長有限，亞洲
及歐洲航運需求疲弱，航運量增長少，難再上調運費。
而雖然現時燃油成本尚算穩定，惟仍處高位。為彌補成
本升幅，仍希望未來能調升運費，增加毛利。該公司股
價昨日收市報46.15元，跌0.97%，全日成交2,250萬元。

租賃費減 中電信多賺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電信（0728）昨
公佈今年首季營運數字，錄得股東應佔盈利46.96億元
（人民幣 ，下同）
，同比升10%。
中國電信於去年底完成向母公司收購CDMA網絡資
產，因此從今年首季開始可大幅節省移動網絡租賃費，
令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比同比下降26.9%至108.02億
元，但折舊及攤銷費用，則由於新增移動網絡的折舊而
增加41.9%至173.76億元，並令其EBITDA（利息、稅
務、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同比上升35.5%至249.27億
元，EBITDA率（EBITDA除以不含移動終端銷售的經
營收入）同比上升6.8個百分點至36.3%。

融資購資產 首季財務成本急升
由於中電信是以債務融資方式收購母公司CDMA網絡
資產，因此首季財務成本大幅上升213.5%至13.04億
元。該公司首季錄得經營收入為778.18億元，同比增長
14.6%；扣除移動終端銷售的經營收入為685.84億元，
同比增長10.1%。
期內公司淨增移動電話用戶741萬戶至1.6803億戶，
較去年同期減少20.8%；其中淨增3G客戶902萬戶至
7,807萬戶，較去年同期增加24.2%。公司指平均每月每
戶移動服務收入（ARPU）與去年全年相比保持穩定，
但沒有公佈具體數字，去年全年其ARPU為53.9元。
中電信昨日還公佈今年3月份上客數字，其中淨增移
動電話用戶277萬戶，較2月份的208萬戶增33.1%；其中
淨增3G用戶320萬戶，較2月份增加13.9%。固網業務方
面，3月份淨增寬帶上網用戶119萬戶，較2月份的92萬
戶增加；本地電話用戶則淨減少64萬戶，流失量較2月
份的43萬戶增加。

責任編輯：陳 馳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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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產業、億噸大港」的目標。
在打造大豐經濟開發區方面，市委、市政府正按照「產業
集聚、區城融合、奮力打造國家級開發區」的思路，以園區
化的方式，重點建設風電、石化、海洋生物等產業園。此
外，由於大豐與上海的特殊淵源，近年來大豐十分重視接軌
上海。據羅強透露，上海有50萬畝「飛地」位於大豐，並將
先期拿出10萬畝建立「江蘇上海產業集聚示範區」
，一批上
海產業項目將落戶該區，主要涉及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
織、建材、生物醫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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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資源豐富
大豐旅遊以生態旅遊為主，按照主題可分為觀賞麋鹿、沿
海藍色、知青文化以及水滸文化四條線。大豐建有世界最大
的麋鹿自然保護區，共有麋鹿1902頭；其112公里的黃金海
岸線擁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灘涂濕地和總面積1000多平方公
里的輻射沙洲。目前大豐市已經 手建設，包括蘇北第一家
海洋館在內的多個示範項目。於大豐海港新城投資十幾億打
造的海賊王海盜城亦正式開工。

開之前就已經率先完成城鄉供水、垃圾處理、污水處理一體
化以及溝塘整治全覆蓋的農村「三加一」工程。市委、市政
府亦提出了以「行政中心的搬遷帶動整個鎮區發展」的方
略，加快鎮區城鄉統籌力度，把鎮區所在地的農民住房相對
集中起來。
羅強表示，「十八大」召開以後，大豐市委、市政府進一
步加大新農村建設力度，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的試點工作，
城鎮化建設成果豐碩
「對我們重點鎮，加大城鎮化扶持力度。完善農村三加一，
。
近年來，大豐亦十分重視城鎮化的發展，於「十八大」召 加快鎮區城鎮化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