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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石化（0386）旗下中石化銷
售公司重組並引入社會及民營資本，以實現混合所有制的計劃
有新的進展，中石化昨日宣布已為有關計劃聘請了4家財務顧
問，包括兩家海外投行和兩家內地投行。
據公布，兩家內地投行為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和

中信證券（6030），這兩家公司現時為內地投行中的龍頭；而
兩家外資投行為德意志銀行集團和美國銀行集團。
中石化昨日表示，自今年2月19日該公司宣布啟動油品銷售

業務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來，境內外多家投資銀行先後明確提出
參與該項目的意向。本月11日，中石化召開項目財務顧問競爭
性評聘說明會，向所有已明確表示有意參與項目的境內外投資
銀行介紹了聘請財務顧問有關情況，並發放了財務顧問評聘邀
請文件。4月15日，受邀投行均按時提交了響應文件。
評委由公司部分獨立董事、獨立監事及公司有關部門負責人組

成，中石化集團領導班子成員不參加評聘。

中石化委4財顧引民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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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楚倩）對於有
台資工廠東莞工人罷
工事件，ASM太平
洋(0522)行政總裁李
偉光昨表示，內地工
資成本愈來愈高，生
產成本更高於東南亞
國家，集團計劃放慢
內地投資，轉移到其
他東南亞國家補充人
力資源。
李偉光認為，內地頻頻發生工潮，主要是因為內地

對於保障勞資雙方的法例仍未完善，若法規健全令投
資者放心，才能吸引更多外商。
另外，ASM昨公布首季業績，期內盈利1.567億
元，同比增19.7倍，期內營業額約3.213億元，同比增
17.3%，每股盈利0.39元。

料次季毛利率繼續改善
李偉光表示，集團首季主要的三項業務的訂單增長

情況表現不俗，新增訂單總額按季增加40%至4.034億
美元，其中，後工序設備首季新增訂單亦同比增加
48.7%，雖然後工序業務訂單已在高位，但亦難以回
到2010年單季5億人民幣的水平。他續稱，首季後工

序業務毛利率為32.3%，料次季毛利率繼續改善，而 SMT 業務
的毛利率將穩定增長，主要因為雖有更多訂單來自內地，但內
地客戶不需要太多高檔產品，故將影響毛利率。

■ASM太平洋行政總裁李偉
光。 陳楚倩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通訊社引述消息人士指，中海油(0883)
計劃發行12.5億美元3年期債券，22.5億美元10年期債券和5億
美元30年期債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昨舉
行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亞洲年會，LME行政總裁
莊敬賢首次披露亞洲電子盤的交易規模。他表示，

LME目前有10%至25%的電子直接交易量，是來自
亞洲參與者。他指，LME目前尚沒計劃在倫敦推出
以人民幣計價的產品，但當9月啟用新的結算系統
LME CLEAR後，該交易所或會接受人民幣計價的
資產，作為倫敦上市產品的擔保品。
莊敬賢昨指出，LME過去一直努力擴張在亞洲的

業務，包括去年新增台灣高雄作為基本金屬交割
地，但夢想是在內地設立金屬倉儲設施，並擴大在
中國的業務，未來更希望加設人民幣交易及新增亞
洲時區交易時段。他又稱，LME將在今年稍後時
間，就公開喊價交易的命運做決定。

在內地設倉儲為發展策略之一
對於目前中國內地仍禁止外國交易所在當地開設

倉庫，莊敬賢預計，有關規定不會在短期內改變。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在同一場合表示，LME在
中國設倉儲，是整體發展策略一部分，相信未來隨
發展加速，設倉儲的計劃亦會順利完成。
李小加表示，除新設LME清算所外，未來亦會加

強LME的電腦系統，期望整體商品期貨的發展策
略，能於未來兩至三年有較明顯的進展。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同一場合表示，隨內
地對商品需求增加，以及人民幣越趨自由化，認為
LME可扮演連接內地及全球市場的橋樑，LME亦可
為內地甚至亞洲，提供商品價格的基準，相關的衍
生產品可為投資者提供重要的風險對沖工具，他對
LME落戶亞洲感到高興。
曾俊華續指，目前商品投資在資產管理中的角色
越來越重要，可望吸引機構投資者的資金流入，相
信LME可加強本港發展成為全球資產管理中心。

李小加：或推人幣期貨互通
李小加續指，滬港通的準備工作接近完成，短期
內將公布細節。他強調，滬港通是兩地市場互聯互
通的起步，將來會循序漸進向其他金融產品推進，
不排除未來會推出人民幣期貨互通。他認為，人民
幣的雙邊發展會較為波動，人民幣期貨作為風險管
理的其中一個考慮。

中海油擬發40億美元債券

LME 9月或接受人幣計價資產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LME亞洲年會20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石油（0857）昨公布今年首

季業績，受原油價格下跌、成本費用上升以及化工板塊虧損擴大

等因素影響，錄得股東應佔盈利342.48億元（人民幣，下同），

較去年同期下跌4.9%；每股盈利0.19元，同比亦下跌4.9%。

今年首季，中石油的勘探與生產業
務板塊，生產原油 231.7 百萬

桶，同比增長0.3%；生產可銷售天然
氣 7,897 億立方英尺，同比增長
6.0%；實現油氣當量產量363.4百萬
桶，同比增長2.3%。中石油表示，今
年首季，受平均原油實現價格下降、
成本費用上升以及部分海外資源國油
氣合作政策調整等因素影響，勘探與
生產板塊實現經營利潤527.1億元，同
比下降7.5%。

化工業務經營虧損逾41億
今年首季，中石油的煉油與化工業務
板塊，共加工原油254.4百萬桶，同比
增長0.4%；生產汽油、柴油和煤油

2,343.3萬噸，同比增長3.0%。今年首
季，中石油的的煉油與化工板塊錄得經
營虧損22.17億元，同比減虧25.26億
元。其中煉油業務扭虧為盈，實現經營
利潤19.59億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經
營虧損15.6億元；受化工市場低迷影
響，化工業務錄得經營虧損41.76億
元，虧損比去年同期增加9.93億元。
今年首季，中石油的銷售業務板

塊，共銷售汽油、柴油和煤油3,415.5
萬噸，實現經營利潤33.24億元，同比
大幅增長56.6%。

銷售進口天然氣共蝕121億
今年首季，中石油的天然氣與管道

業務板塊，統籌自產氣、進口氣和煤

製氣等多種資源，實現經營利潤13.92
億元，同比增長26.5%。其中，銷售
進口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LNG）錄
得淨虧損121.05億元，同比減虧23.45
億元。
中石油還公布，今年首季，該公司
原油平均實現價格為100.06美元/桶

（其中國內實現價格為101.16美元/
桶），同比下降2.9%；其天然氣平均
實現價格為6.29美元/千立方英尺（其
中國內實現價格為6.31美元/千立方英
尺），同比增長24.1%，主要由於銷
售結構變化、匯率波動以及新的天然
氣價格調整方案的綜合影響。

化工勁蝕 中石油季績倒退5%
■受原油價格
下跌、成本費
用上升以及化
工板塊虧損擴
大等因素影
響，中石油今
年首季純利較
去年同期下跌
4.9%。圖為
中石油在內地
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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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領袖共同探討 開拓商務最新領域

■《提起船槳》

雅品藝社與世正藝術於4月24日至5月16日榮譽呈獻伊莎貝莉．
杜莉—杜莎克作品展。縱橫藝術界四十多年，伊莎貝莉．杜莉—
杜莎克的成就廣獲認同，是當代最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之一。
她18歲那年，成功創出在硬紙板上作油畫的先例，其作品對當時和
後世的畫家影響無比深遠。
本次展覽精心挑選多幅作品，是伊莎貝莉於香港的首個作品展。
她的水彩畫風格獨特，構圖時刻意不滲入個人感受，直至表面的顏
色乾透，才開始發揮想像，用畫筆精彩故事，盡情探索不同可能
性，完成的作品往往玩味十足，充滿驚喜。同時，她在其他創作中
突破傳統，將油與硬紙板兩種材料混合使用，盡展矛盾的美感。伊
莎貝莉作畫時不會混色，一心一意保存顏料最自然的色彩和光澤。
她有時會挑戰極限，在硬紙板上鋪上大小石塊和貝殼，只靠厚厚的
顏料作黏貼。
在不同的燈光下，伊莎貝莉的畫呈現出不同面貌，明亮的顏色與

光影互相交錯。伊莎貝莉透過厚薄不一的豐富色彩，捕捉身邊的美
善，作品隨光影流動，被畫評人稱為有「彩繪玻璃」效果。

南豐集團欣然宣佈「南豐大廈」憑
優越的建築設計，榮膺國際頂級獎
項—國際房地產大獎 (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 ，備受國際肯定。與
此同時，集團亦獲頒2013至2014年度
「商界展關懷」標誌，致力實踐關愛
社會的企業精神獲表揚。
集團位於中環的甲級商廈「南豐大

廈」，近年正進行全面翻新，其翻新
工程由集團旗下的南豐發展有限公司
精心設計及策劃，由寶登建築有限公
司承建，並由新卓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提供更優質的環境及設備；此翻
新項目榮獲世界知名的國際房地產大獎 (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 2014至2015年度亞洲區房地產獎 (Asia Pacific Proper-
ty Awards 2014-2015) 「香港組別 – 商用裝修 / 重建」(Com-

mercial Renovation / Redevel-
opment – Hong Kong Catego-
ry) 之獎項，可見集團旗下團隊
之協同優勢備受國際級肯定。
此外，南豐集團秉承肩負社

會責任的理念，向來積極回饋
社會，過往曾參與的各種慈善
活動多不勝數；就過去一年，
集團參與過的慈善活動包括有
公益慈善馬拉松、紅十字會捐
血活動、地球一小時、樂善探
訪活動、Run for Red 籌款接
力賽及萬人行慈善籌款等。集

團旗下的南豐發展有限公司、晉業建築有限公司及寶登建築有
限公司獲頒2013至2014年度「商界展關懷」標誌，體現集團致
力實踐關愛社會的企業精神。

伊莎貝莉．杜莉-杜莎克作品展

■南豐集團員工積極參與香港紅十字會「Run for Red籌
款接力賽」。

南豐集團連獲國際房地產頂級獎項及商界展關懷兩項殊榮

出席開幕禮的嘉賓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資訊科技總監
賴錫璋、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蒲祿祺、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馬

錦星、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通訊技術群組副總裁及研發群組總監莊哲義博
士、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總裁林潔貽及香港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
發中心研究及技術開發總監唐志雄博士。

蘇錦樑：物聯網助發展智能城市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示，物聯網可以廣泛應用到生活各個範

疇上，亦強調科研發展及物聯網技術對於香港發展為智能城市的重要意
義。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數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及國家智慧城市產業技術

創新戰略聯盟秘書長李建平致辭時，與出席者分享中國智慧城市試點的最

新發展，暢談智慧城市發展的主要特色，並指出智慧城市的發展重創新
發展、低碳實踐及綠色生活等。

郭蘭克：與中國建立互惠互利關係
歐洲聯盟駐華代表團信息社會和媒體處主任郭蘭克，在會上與出席者分

享中國與歐洲如何在物聯網的各個領域上，建立生機勃勃、通力合作及互
惠互利的關係，當中包括策略規劃、科技應用，以及標準化和法規執行。
舉辦「香港物聯網論壇」的目的是加強本港企業在物聯網範疇的實力與

競爭力，同時為企業決策者提供實用平台，讓他們掌握所需知識，善用最
新科技從而革新業務。出席人士更有機會與各行各業的企業要員，就物聯
網的技術創新交流意見與心得，並發掘物聯網為不同行業帶來的裨益及商
機。

為推動健康環保新生
活及鼓勵綠色飲食文化，
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
公司）與Green Monday
合作，推出為期六個月的
「認珍惜食@科學園」綠
色活動，與香港科學園內
超過440家科技企業、逾
10,000名員工一起實踐綠
色飲食新文化，以行動支
持環保。現時已有 18 間
餐廳率先響應運動，提供素食餐單及其他優惠。
科技園公司特別於「世界地球日」舉行「認珍惜食@科學園」開展禮，
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香港科技園公司項目及設施副總
裁呂守信、Green Monday 聯合創辦人楊大偉聯同特別嘉賓官恩娜一起主持
啟動儀式。
科學園內參與活動的餐廳代表亦應邀出席典禮。典禮後大會更安排了健
康素食品嚐活動，讓園區人士一嚐由園內餐廳提供的素菜美食。「認珍惜
食@科學園」從綠色飲食文化開始，全方位推動綠色生活態度，活動分為
三大主題：綠色餐單、珍惜資源、廚餘處理。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馬錦星表示，科技園公司一直以推動香港可持
續發展為目標，當中環保是十分重要的項目，為此亦擔當多方面的角色。
科技園公司提供全方位的設備及服務，持續實踐及優化各項綠色措施，包
括將科學園第三期打造成為香港可持續發展建築的最大型示範項目之一。
在活動的啟動儀式上，香港科技園公司項目及設施副總裁呂守信表示：
「為進一步鼓勵綠色生活文化，我們為租戶提供園藝空間，並在第三期預
留約200平方米空間，讓租戶栽種多種有機蔬菜。」
除了鼓勵素食及提供環保優惠外，「認珍惜食@科學園」更會舉辦多項
環保教育及參觀活動，包括惜食講座、綠色烹飪示範、參觀廚餘處理廠及
食物銀行等，歡迎園區內的員工報名參加。

科技園啟動「認珍惜食@科學園」

■科技園公司推行「認珍惜食@科學園」綠色活
動，實踐綠色飲食新文化，以行動支持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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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公

司）日前在香港科學園舉行為

期兩天的「香港物聯網論

壇」，雲集商界領袖、政府官

員及科研專家，探討本港機構

該如何作好準備，迎接物聯網

主導的新時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科技園舉辦「香港物聯網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