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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油品引30%民資
「試水」混合所有制 破壟斷加快市場化

中石化昨晚公告，指董事會已
一致通過議案，同意在對中

石化油品銷售業務板塊現有資
產、負債進行審計、評估的基礎
上進行重組，同時引入社會和民
營資本參股，實現混合所有制經
營。社會和民營資本持股比例將
根據市場情況確定。

社會和民營資本股比待定
該公司昨日以書面議案方式召
開的中石化第五屆董事會第十四
次會議審議並一致通過了《啟動
中國石化銷售業務重組、引入社
會和民營資本實現混業經營的議
案》。根據公告，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在社會和民營資本持股比例
不超過30%的情況確定投資者、
持股比例、參股條款和條件方
案，並組織實施參股方案；簽署
交易文件及相關其他文件，並辦
理與前述事項相關的審批、登
記、備案、披露等程序。

中石化指，將依照上市地的法律
法規根據項目進展情況做好審批和
披露工作。公告並未設定社會和民
營資本參股比例的上限和下限。
這是繼中石油（0857）去年出

售部分西部天然氣管道資產股權
予泰康資產及國聯基金之後，另
一家壟斷性企業向民間資本開放
的舉措。這意味着三大國有石油
企業將逐步減少目前壟斷內地油
品銷售的局面；同時，這也是大
型央企在發展混合所有制方面的
一大舉措，相信在中央將混合所
有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號召下，
後續會有更多國企在這方面有動
作。
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是中國經濟穩

增長、調結構的重要力量。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去年9月召開常務會議要
求，各部門應限期拿出細化實化已
出台實施細則的改進措施，並盡快
在金融、石油、鐵路和電信等領域
向民間資本推出一批項目。

料汽油銷售價格更趨合理
市場預期，在新一屆政府領導

之下，中國市場化步伐將會加
快。投行美銀美林本月稍早的報
告稱，預期中國將實行油品營銷
市場改革，此舉可令本土汽油銷
售價格更加合理，但行業龍頭中
石化可能會首當其衝，面臨營銷
邊際利潤下降之壓力。
中石化成品油銷售業務，是中石

化主營業務中盈利能力較強、資產

回報率較高的業務板塊，擁有完善
的成品油銷售網路，按加油站數量
計，是內地最大、世界第二大。截
至2013年底，銷售業務板塊擁有自
營加油（氣）站30,532座，成品油
管線超過1萬公里，儲存設施的總庫
容約1,500萬立方米。2013年境內成
品油經營量持續增長至1.65億噸、
同比增長3.8%，零售量1.14億噸。
中石化2012年度報告顯示，成品油
行銷及分銷板塊當年實現經營收益
427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在「兩會」召開前，內地加快市場化、打

破央企壟斷方面再有新舉措。中石化（0386）昨晚公布，董

事會一致通過啟動中石化銷售業務重組、引入社會和民間資

本實現混合所有制經營的議案，將出售旗下油品銷售業務最

多30%股權。這意味着三大國有石油企業將逐步減少目前壟

斷內地油品銷售的局面。中石化H股昨收升0.83%，報6.05

港元；A股更升3.75%，報4.7元人民幣。

分析員：中石化股價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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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股王」騰訊（0700）成為「收買
佬」，不斷有注資、收購合作計劃
傳出。騰訊昨證實，其於上周三
（12日）已完成認購內地大型食評
網站「大眾點評網」母公司Dian-
ping的20%股權。

傳涉31.2億 有權再增持5%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早前報

道，騰訊以4億美元（約31.2億港
元）購入「大眾點評網」20%股
權，並有權在1年內按該公司海外
上市後的招股價增持5%股權。報
道稱，騰訊已經開始整合大眾點評
的資源，其中微信5.2版本「我的
銀行卡」中，可能會將大眾點評網
接入，作為一個單獨的美食頻道。
據騰訊昨日公布，公司入股後，
大眾點評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張濤
的管理團隊仍維持公司的控制權。
張濤表示，騰訊有龐大用戶及社交
等資源，以及優秀產品及技術創新
能力，與其合作有助公司提升服務
能力，加速在全國範圍特別是三、
四線城市的擴張。
騰訊總裁劉熾平表示，通過是次

合作將大眾點評網的信息內容及服
務帶到騰訊平台，期待有助國內商

家接觸更多消費者，並深化與消費
者的互動。
現時大眾點評網月活躍用戶近

億，覆蓋內地兩千多個城市，收錄
商戶數量逾千萬家，點評數量超過
三千萬條。該公司曾獲紅杉資本、
摯信資本、今日資本、啟明創投、
光速創投、聯創策源及寬帶資本等
投資機構投資。

攜程網可使用微信支付
另外，攜程網與騰訊展開合作，
支持微信支付。攜程網發言人應長
天昨日表示，用戶在攜程網PC版
進行團購和購買火車票時，可使用
微信支付。攜程網還計劃在該公司
的更多服務和移動平台上引入微信
支付。
近日還有多項有關騰訊併購消息傳

出，包括：騰訊將斥資最多14.6億港
元收購韓國傳媒集團CJ E&M旗下遊
戲商CJ Games配發的新股，並將成
為該公司第三大股東。此外，亦有指
騰訊與上海醫藥公司九州通尋求戰略
合作，以發展互聯網醫藥銷售。此外，
亦有傳騰訊將斥3億美元成京東基礎
投資者，將持股5%。惟騰訊未有回應
有關消息。
騰訊昨收報582.5元，跌0.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對於有報道
指，長和系於下周五公布全年業績時將破例不
會召開記者會，只會召開分析員會議，長實發
言人接受查詢時表示，不評論有關報道，只
稱，若有消息會於適當時間通知傳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新股持續湧
現，據市場消息指，哈爾濱銀行來港上市的
申請料3月初獲得監管機構批准，該行計劃
於4月在港上市，集資10億美元(即約78億港
元)。另外，UNIQLO母公司迅銷(6288)將於
下月初以預託證券形式上市，首席財務官岡
崎健表示，公司亦希望能夠以公開招股的方
式來港上市，惟技術上問題未能如願，但不

排除公司未來會改變上市方式。

料有更多銀行加入IPO安排
市場消息指，若哈爾濱銀行上市

申請獲批，其將成為自去年11月份
以來第4家於香港上市的中資銀行。
而農銀國際控股、中銀國際和中國國
際金融是哈爾濱銀行本次IPO交易
的牽頭行，同時星展銀行、聯昌國際
以及摩根大通也負責新股發售。有知
情人士表示，未來將會有更多銀行加
入安排IPO事宜。
哈行本一直打算於香港及上海兩

地上市，但由於早前內地暫停IPO
審批，因此該行決定只在香港一地上

市。但有指，即使上市申請獲批，哈行亦需
要面對IPO定價問題，由於內地不允許銀行
以低於帳面價值的價格上市，而某同業在港
上市後股價一直低於帳面價值。而去年上市
的光大銀行(6818)及徽商銀行(3698)等為了吸
引投資者，將IPO發行價定在高於2012年歷
史帳面價值、但低於2013年預期帳面價值的
水平，從而繞過了這一規定。

另外，迅銷將於3月5日掛牌，岡崎健表示，
公司亦希望能夠以公開招股的方式來港上市，
但由於技術上的問題，因此只能以預託證券形
式上市，而公司亦有考慮HDR流通性的問題，
並會留意市場的流動，以考慮公司未來策略的
發展，但不排除公司未來會改變上市模式。

迅銷：UNIQLO今年銷售增逾30%
據上市文件披露，公司料截至今年8月底

年度，收入淨額為920億日圓，僅按年升
1.8%，岡崎健解釋指，由於日圓眨值，為上
年度帶來155億日圓匯兌收益，但預期今年
度未必有匯兌收益，因此對收入淨額預測較
為保守。迅銷（中國）行政總裁潘寧補充，
預計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地區UNIQLO今
年銷售有30%以上的增長，而海外 UNIQLO
淨銷售額則可按年有39.3%增長。
公司料截至今年8月底，UNIQLO於全球
增加127間分店，當中日本增加10間，中國
增加54間，香港增加3間，並會於澳洲及德
國開設第1間分店，潘氏指，日本現時仍然
為公司首要市場，但不排除未來5至10年內
地將取代日本成為公司的首要市場。

■迅銷首席財務官岡崎健(左)及迅銷（中國）行政總裁
潘寧。 張偉民攝

哈行傳4月港上市籌7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比亞迪汽
車（1211）董事長王傳福表示，今年將成
為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和比亞迪的轉捩
點。因為比亞迪計劃將公司新推出的雙模
混合動力汽車「秦」，最早在今年3月引入
上海市場，該產品有望在全國引爆銷售熱
潮，同時帶動全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

王傳福在接受上海證券報訪問時透露，
「秦」現在供不應求，今年會熱賣。上海當
地消費者購買「秦」時共計可獲得當地和國
家6.5萬元（人民幣，下同）補貼，同時可免
費獲得上海車牌。目前旗艦型中「秦」的售
價為20.98萬元，現時在深圳市場，扣除補貼
費用後，其最低費用為11.98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石化（0386）
計劃出售成品銷售業務最多30%股權，新鴻基金
融高級分析師李惠嫻認為，今次的消息對中石化，
甚至石油板塊皆有影響，但詳情還要視乎中石化
出售資產的具體情況。從中石化的聲明中，暫時
只擬出售旗下油品銷售業務最多30%股權，但油
品銷售通常與煉化業務相連，如果中石化接下來
會拆出煉油業務，對該股的影響更大。
中石化的聲明中表示會引入社會和民間資
本，李惠嫻認為，目前內地部分行業有高度壟
斷情況，要引入其他競爭者的難度相當大，故
中央的改革採取了出售股權的做法，可快速將
行業壟斷的局面減輕。但長遠來說，開放競爭

後，市場經營者定會愈來愈多，對市民來說一
定是好事，但對股民就有風險。
她指，例如中石油(0857)去年出售部分西部

天然氣管道資產股權，予泰康資產及國聯基金
之後，中石油的股價受到不少壓力，特別是西
部天然氣管道是一個賺錢的項目。

行業開放競爭股份惹關注
現時市場最擔心的是，石油板塊將步內銀股

後塵，因為行業改革與開放競爭，影響了經營
環境，導致股價下挫。國務院去年9月召開的
會議曾要求，盡快在金融、石油、鐵路和電信
等領域，向民間資本開放，此後內銀股即首當

其衝，股價一直疲軟。
國家能源局早前亦稱，支持民間資本進入油氣

勘探開發領域。李惠嫻預料，國企改革會使很多
行業龍頭的營銷邊際利潤，面臨下降的壓力，而
中資電訊股很可能是下一個開放的板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馮飛指

出，混合所有制是國有經濟的重要實現形式。
在整個石油石化業務中，油品銷售是競爭性業
務，盈利狀況比較好。中石化吸引社會和民營
資本參股這一業務，有利於放大國有經濟的影
響。另一方面，通過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對
於提高國有企業經營效率，完善內部治理也將
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騰訊（0700）及
阿里燒錢惡鬥手機
「打的」軟件，爭奪
手機支付的市場份
額，內地市民當然樂
於嘗試。深圳司機黃
先生告訴本報記者，
現在兩家打車軟件的
競爭給乘客補貼和司機獎，他們很樂意，只是許多市民不是很會使用該軟件，
若未來更多的人使用後，他相信未來其生意會更好。
在阿里巴巴支付寶和「快的」17日宣佈提高打車補貼額度由10元（人民幣，

下同）加至11元的第一天，騰訊微信的「嘀嘀打車」支付補貼在18日再度加碼，
將補貼額度提高到12元，直逼深圳「紅的」起步價。18日下午，「快的」則推
出最低返現13元，每天1萬多個免單名額隨機發放，以深圳的士的起步價12.5
元計，這相當於免單請萬人搭短程的士。目前市場靜待騰訊會否再加碼。

■中石化擁有完善的成品油銷售網路，按照加油站數量計，是內地最
大、世界第二大成品油供應商。圖為中石化旗下的加油站。 資料圖片

比亞迪：新電動車銷情旺

「快的」每日免費請萬人搭的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