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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睡不着 心憂3件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吳冕 北京報道）人造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電控股（0002）昨
日公布今年第一季營運數據，期內本地售電量為 64.93
億度，較去年同期增加 1.2%。售予中國內地的電量為
3.13 億度，增加 30.2%。總售電量增加 2.3%至 68.06 億
度。董事會又宣布，派發 2014 年第一期中期股息每股
0.54元，將於6月13日派發予於6月4日已登記在股東名
冊上的股東。
中電披露，期內售予本地住宅客戶售電量錄得 10.4%
的顯著升幅，達 1.64 億度，主要由於客戶數目增加，天
氣較冷令供暖的電力需求上升。商業客戶的售電量下滑
2.2%，至 6,000 萬度；製造業客戶的售電量下跌 6.9%，
至 2,500 萬度；基建及公共服務的售電量為 1 百萬度，無
升跌。

蛋、折疊 LED 燈、大數據篩查癌症、非轉基因育種技術、廢
水生物處理產品、生物可降解食品包裝以及客觀評估個人信
譽系統等由華人首富李嘉誠投資的高科技項目昨在北京集體
亮相，這也是 7 大項目首次在中國展出。未來一周，這 7 大項
目將先後在西安、蘇州、廣州、鄭州和濟南 5 大城市巡展，
李嘉誠基金會董事周凱旋亦將全程參與打氣，期盼這批項目
盡快在中國內地落地。

周凱旋昨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和李嘉誠基金會合辦的

「2014 科技創新日」啟動儀式上透
露，李嘉誠因為擔心三件事情而睡不
着。一是全球貧富懸殊的境況持續，
而中國更有可能惡化；二是中國佔全
球人口 20%，可耕種地僅為世界的
9%，安全飲用水只有 6%；三是信任
缺失，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未
說真話。

7高科技項目內地巡展
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李嘉誠將
投資目光轉向高科技。李嘉誠昨日沒
有到會，但他為此次活動發來書面致
辭指出，不少創新科技源於一股渴求
開創變革的衝動，期待讓科技主導未
來世界。
此次亮相的 7 大項目每一個都經過
李嘉誠基金會在全球範圍內的甄選，
涵蓋了農業、能源、生物工程、環境
治理、醫療、大數據等領域，均是關
涉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具有很強的
科技引領性，在中國極有商業化背
景。之所以啟動這次巡展，主辦方希
望能夠與本地企業共同探討如何利用
這批高端項目撬動地方產業升級，打
造經濟新生態，為區域發展注入新的
增長點。

今次亮相的 7 大項目中，人造雞蛋
和折疊LED燈最受關注。人造雞蛋研
發公司Hampton Creek公司創辦人兼
首席執行官 Josh Tetrick 介紹說，人
造雞蛋研發的初衷就是希望重建新的
食品體系，通過從植物中提取不同養
分，製作出與雞蛋味道及營養價值相
媲美的蛋製品。人造雞蛋成本僅為雞
蛋的48%。李嘉誠在品嚐過植物雞蛋
後也讚不絕口。目前，已經在美國批
量生產。他在獲得李嘉誠基金會的投
資後，準備將該項技術向全球推廣。

■李嘉誠投資7大高科技項目集體亮相北京。

新技術不怕被山寨抄襲
折疊 LED 燈 Nanoleaf 則是李嘉誠
近期接受專訪時把玩的「新玩具」。
這個燈泡是由一塊電路板經過折疊組
合而成，李嘉誠還曾親自組裝，足見
他的喜愛程度。這個燈泡是全球能效
最高的燈泡，只需 12 瓦特便可達到
100 瓦特燈泡的亮度，且壽命長達 27
年。Nanoleaf Technologies 公司創辦
人兼運營主管 Christian Yan 告訴本
報記者，目前公司已落戶深圳，近期
重點工作就是建設Nanoleaf的全自動
生產線，並且努力降低零售成本。
Nanoleaf 不怕被人山寨，應對山寨最
好的辦法就是技術比別人先進。
為了讓這批先進成果盡快落地中國

■Hampton Creek 公司創辦人兼首 Nanoleaf Technologies 公司創辦人
席執行官Josh Tetrick介紹產品。
演示折疊LED燈的使用。
內地，「科技創新日」活動還將於 5
月 20 日至 23 日，先後在西安、蘇
州、廣州、鄭州、濟南等五大城市進
行推廣。

迎合內地經濟發展轉型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李劍
閣在會上指出，目前全球掀起了新一
輪科技革命，這與中國內地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的新形勢正好契合，能否抓
住機遇，以科技進步帶動產業升級和

結構調整，直接關係到中國內地經濟
能否成功轉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
稱，此次活動主要是構建跨國技術轉
移平台，幫助中國內地企業與全球市
場和資源對接，促進世界科技成果的
資本化、產業化和中國化。李嘉誠基
金會在中國內地推廣國際頂尖技術，
必將有力推動科技創新，促進經濟轉
型和科技成果轉化，此舉也必將造福
子孫後代。

匯控：盼增加派息率
測，估計匯豐會在本地業務上放輕手腳，甚至有
撤離意向。昨日管理層連番感激本地股東，又表
示香港業務不可或缺，有一定澄清作用。

建議遷總部避重稅
有股東提出建議，希望管理層將總部從英國搬
到香港，以避免當地政府對銀行徵收的高昂費
用，亦可善用亞洲人才。范智廉回應指出，現時
各地對銀行資本的監管制度未見明朗，難料各地
政府措施何時停止收緊步伐，而英國與歐洲國家
等地仍有一定回報，或可抵過該等地區監管制度
帶來的風險，故此未有考慮將總部搬到本地。

■匯控昨在
港召開股東
「非正式會
議」，總行
出現人龍，
要逾 1 小時
疏導人龍進
場。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孟謙）匯控（0005）昨
在港召開股東「非正式會議」，行政總裁歐智華
於會上稱，希望增加本年派息息率，又指該行派
息息率於同類股份而言屬於高水平，從 2009 年至
今派息息率一直累進上升，對上一次派息率為
9%，每股派息4.9元（港元，下同）。
有股東質疑增加派息可行性，指出英國政府對
銀行資本儲備要求正在收緊，而東南亞地區收入
連續兩年下跌，擔憂銀行早前金融危機時期歐洲
地區資產減少，妨礙銀行的派息能力。另一股東
更指管理層過分「節儉吝嗇」，指將現今派息與 9
年前的2005年比較，更見減少。
集團主席范智廉指出，現時資本狀況無損維持
銀行「累進式(progressive)」派息意向。歐智華補
充，雖然在金融危機後，各地區政府對銀行監管

中電首季售電量升

周凱旋：貧富懸殊 中國糧食 信任缺失

不重返日韓 越南無事
越加嚴謹，甚至對銀行有「懲罰性」意味，但從
2009 年至 2013 年四年間，匯豐仍可每年增派股
息，觀乎近年各地監管政策並無太大改變，故此
有信心增加派息。

仍然重視香港業務
范智廉與歐智華在會上均表示，香港業務對整
體匯豐而言極為重要，更將之比喻為銀行的「心
臟」，並感激本地股東歷年支持銀行發展。范智
廉更指出，未來會有更多內地企業步向海外市
場，而隨着人民幣國際化，匯豐於本地建立的脈
絡對此有正面推動作用。
其實，匯豐於5月初公布了其今年首季業績，當
時該行未於資料上獨立顯示香港業務表現，而將
之與其他亞洲地區表現合併展示，惹來市場猜

匯豐行政總裁王冬勝回應股東提問時亦指，匯
豐暫不打算重回韓國發展，因為該地法律對銀行
開設分行的監管甚嚴，相關法例使僱主員工關係
難以處理，例如要解僱員工需得雙方同意。日本
方面，他指出銀行未有計劃再於該地推行零售銀
行業務，因為有見當地競爭激烈，暫時只會保持
其商業銀行與其他業務。對於越南近日有排華動
亂，王冬勝指匯豐於當地的分行未受影響，未收
到有員工因騷亂而傷亡的消息。
管理層亦有論及匯豐未來發展藍圖，歐智華指
出中國與巴西別具增長潛力，因為兩國皆有龐大
「中產階級」市場，對銀行有利。對今年環球經
濟表現，他預料美國經濟將有適度增長，而本地
經濟增長則在 3-4%內，並認為內地會有 7-7.5%的
經濟增長，呼籲市場無需對內地經濟放緩有過分
憂慮。

內地售電量增三成

內地方面，期內售電量較去年同期增加 30.2%，主要
是由於廣東電網公司提早購電。然而集團於 2014 年對廣
東電網公司承諾的售電量較去年為低。此外，由於煤價
持續低企，在內地的燃煤發電項目維持可靠表現。防城
港電廠持續表現良好。防城港電廠二期將增建兩台各
660兆瓦的超超臨界機組，該項目已於2014年5月8日獲
得國家發改委的最終項目審批。中電將全面展開施工，
計劃於2016年投產。

爭取4省開發項目審批

風電項目方面，位於山東省一個 49.5 兆瓦的項目已於
2014 年 1 月展開商業運行。在開發項目方面，中電正努
力為位於貴州、山東和雲南省的 4 個全資項目爭取有關
省政府的審批。這些項目的發電容量合共 247.5 兆瓦，
並已於國家能源局登記。
雲南西村一期項目（42 兆瓦）於 2013 年 11 月獲得項
目審批後，已於 2013 年底成立。該項目由中電全資擁有，於 2014
年首季動工，預計於第四季完成。江蘇泗洪太陽能發電項目則已
於 2013 年 12 月向江蘇發改委辦理登記手續，建造工程進度良好，
預計於2014年第三季完成。
其他市場業務表現各異，2014 年首季，印度哈格爾業務的表現
持續改善，整體可用率達 83%。在台灣，中電擁有 20%權益的和
平電廠於首季持續表現良好，並順利完成了一台機組的大規模檢
修工作。澳洲市場則因批發電價受壓，能源需求下降及其他外間
因素，持續對當地的Energy Australia造成沉重的財政壓力。

2.3%

羅傑斯：近期再買A股 永遠不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滬指昨日一度跌穿 2,000 點，市場彌
漫看淡氣氛，但有「商品大王」之
稱的著名投資家羅傑斯再度唱好 A
股。他透露近期已經開始小規模買
入 A 股，並聲稱「我的中國股票，
也只有中國股票，是給我的孩子們
買的，我永遠不會賣出」。而他推
薦的板塊包括嬰兒相關股份、金融
股、旅遊股和醫藥保健股。
據《華爾街見聞》引述羅傑斯表
■羅傑斯再度唱好 A 股，又 示，自 2008 年 11 月以後，他沒有再
透露近期已開始小規模入 買 A 股股票，但當年他買了很多並
市。
資料圖片 持有至今。他稱，如果投資者在上
世紀 50 年代賣掉了美國的股票，雖
然在接下來的 1-2 年裡可能感覺良好，但是在接下來的 8 年裡會發
現自己愚蠢之極，「我所有的投資中，只有中國像那時的美國，
其它的只要達到一定的價格都可以賣掉」。
不過羅傑斯同時又強調，雖然他看多中國內地的投資機會，但
不意味着總是看多中國的股票市場，「就好比現在，我懷疑接下
來會出現更多的問題，中國的債券市場似乎會有更多的問題出
現」。但他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是過去 35 年中發生在中國經濟
上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之一，「意味着我可以在中國政府投錢的領
域尋找投資機會。中國政府比我有錢多了，也比我聰明多了」。

政府支持領域尋找機會
談及具體投資的領域時，羅傑斯指，中國政府表示要在鐵路建
設、醫療保健、環境治理和國防上投入更多資金，並且還將進一
步開放金融領域，比如說外匯交易。此外還會開放金融領域，且
成立了上海自貿區，「我會在這些領域尋找投資機會，我已經在
這些行業做了一些小規模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