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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交通建設日前與英國阿特金斯集團簽署框架協
議，雙方正式啟動廣州之窗商務港項目合作，在共同推
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交流合作平台建設上達成共
識。 ■記者何子健、劉子靜 廣州報道

海工專家：警惕低端訂單激增風險

A股震盪收跌創業板挫逾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裘毅上海報道）滬深兩市昨震盪

收跌。上證綜指衝高回落，深成指和創業板指全天震盪走
低，兩市成交較周三增約2成。收盤上證綜指報2,486
點，跌幅0.36%，成交2,583億元（人民幣，下同）；深
成指報8,305點，跌幅1.25%，成交1,983億元；創業板指
報1,443點，跌幅2.23%。

鋼鐵板塊漲領漲兩市
各板塊跌多漲少。鋼鐵板塊漲2.4%領漲兩市，有色金

屬股漲近2%，保險、農業漲逾1%。航天軍工跌近4%領
跌兩市，造紙、電子、機械、教育傳媒等板塊跌逾2%。
兩市共32股漲停10股跌停。共流出資金174億元，其中
滬市流出19億元，深市流出155億元。
分析師稱，昨上證綜指雖再度突破2,500點，但做多動

能明顯不足，資金呈現觀望狀態，大盤量能仍顯不足。
且創業板創兩個半月來新低，短期均線大幅破位，隨着
滬港通的開通，創業板面臨巨大的估值回歸壓力，未來
創業板股或迎來踩踏性的瘋狂出逃。周三的行情也只是一
種技術性的反抽，如果後市市場迎來分化，則大盤的強勢
也將打折扣，因此，短期上證綜指在2,500點附近反覆震
盪，而創業板及中小板指數需要有一個企穩的過程，下周
一隨着滬港通的正式開始，短期券商股為首的權重會出現
一定震盪調整。

內地上季買金減37%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黃金需求連續第三個季度萎縮。世

界黃金協會昨日的報告指，在今年第三季，內地對黃金的
購買量同比下挫37%至182.7噸，去年價格驅動下的需求
飆升一幕終究未能重現。

反腐運動影響奢侈品需求
分析指，內地今年開始的反腐運動嚴重影響了包括黃金

在內的奢侈品需求，與此同時，已經跌至4年低點的金價
波動率也削弱了黃金作為另類投資對投資者的吸引力。高
盛等銀行預計金價還會進一步走低，原因之一就是伴隨去
年4月金價跌入熊市而來的那股購金狂潮未能持久。去年
伴隨金價28%的大幅下跌，中國超越印度成為了世界最大
黃金消費國。世界黃金協會在最新發佈的季度需求調查報
告中說，去年那場罕見的掃金狂潮至今依然難以超越，
「波瀾不驚的市場環境給深諳價格之道的中國投資者提供
了又一個離場觀望的理由。」
截至昨晚6：44，現貨金每盎司報1,161.11美元，跌

1.28美元；與2011年5月15日的1,900.05美元高位比，
現貨金價目前下挫38.89%。

于亞：行業亟待整體提升
中國海工比肩星韓 中集來福士：仍屬二梯隊

當看到一座長104.5米，甲板高37.55米的龐然大
物屹立在中集來福士的碼頭上時，不禁讓人感

歎人類的渺小和偉大，這就是來福士即將交付的「中
海油服COSL系列興旺號」深水半潛鑽井平台。
接受記者採訪時，于亞剛剛陪同李克強總理訪歐回
國。談及即將交付的「興旺號」，于亞難掩興奮。
「興旺號在以往交付北海海域的三座COSL系列平台
技術基礎上邁進了一大步，可以在北極圈附近的一年
新冰水域作業，這種技術標準意味着它可以在全球任
何海域作業。未來我國開發海洋油氣資源，COSL系
列將可大有作為。」
該公司交付的半潛式鑽井平台已覆蓋北海、里海、
墨西哥灣、巴西海域、幾內亞灣等全球主流海洋油氣
產區，是內地唯一具備批量設計、建造深水半潛式鑽
井平台的企業。然而當2008年中集集團開始從新加
坡人手中收購煙台來福士時，就開始承擔着此前因項
目延期，設計修改、返工造成的損失。 「中集來福
士能有今天的成績，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創新機制
是同市場聯繫在一起的。中集集團在確認了國際海工

市場的巨大潛力後，就將發展決策權交給了對海工市
場最熟悉的來福士自己決定。」

核心設計製造難敵美歐
在海工行業，成本最高的是首製產品，製造方在設
計環節、項目建設、配套設備採購上都要從頭開始，
成本投入極高。而中集來福士堅持定向製造的「聚焦
化之路」，將精力集中在可以批量化生產的產品類型
上，這正是國際海工強國新加坡、韓國的普遍模式。
目前中集來福士手持訂單中80%都是批量定型化產
品。
于亞坦言，「業內普遍認為，全球海工裝備製造中

心正在由新加坡、韓國、歐美向中國轉移，這種轉
移，更多的是指總裝環節的轉移」。目前國際海工行
業上游仍類似於「貴族俱樂部」，行業最具價值的基
礎設計能力和核心設備製造技術仍控制在美國、北歐
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機構手中，他們是海工行業的「第
一梯隊」，新加坡和韓國則在總裝環節起步較早，是
傳統上的第二梯隊。其中基礎設計環節決定了整個產

品的工期、國產化率等關鍵指標。許多船東在下訂單
時就會指定基礎設計方要來自這些機構，這是海工行
業特點。中集來福士採取國際合作、跨國併購並舉的
方式，着力提升前段設計水平，並逐漸參與制定國際
標準。

提升產業工人素質做起
于亞不無感慨地說，「海工裝備製造作為高端製造

業，其發展水平絕非一家或幾家企業能決定的，它背
後牽涉到整個國家的製造業實力。」他呼籲，我國應
盡快建立適應高端製造業發展的體制，其中尤為重要
的是「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激勵機制」。中國高
端製造業的發展，首先應該從提升最底層的產業工人
素質做起。他說，在製造業發達的德國，藍領工人可
以成為中產階級，而中國的工人還是「候鳥式」的農
民工，這兩種工人所產生的工業文明之差異可想而
知。「如果有一天，中國出現一批海工產業的法律專
家、股票專家，那時候才可以說中國海工製造業的大
環境完善起來了」。

以鑽井平台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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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建夥英企建海絲之路商務港

滬市區低於450萬元為普通住房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市政府將自11月20日起實行新普通

住房標準：外環外、內外環間、內環內單套建築面積140
平方米以下，價格分別低於230萬元、310萬元、450萬元
人民幣的住房，將被介定為普通住房。

深水半潛平台是海工領域技術含量最高的一類，而
其實在海工的中低端領域，「中國製造」發展迅猛。
今年 1 月至 8 月，我國海工裝備市場份額佔全球
33%，已經超過傳統海工強國韓國和新加坡。

若出現棄單企業恐滅頂
但在中國船舶工業經濟與市場研究中心主任包張靜

看來，目前國際海工市場出現了一個「倒掛」現象。
自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尚在復甦之中，
油價下跌趨勢短期內仍在持續。但危機爆發以來，海
工裝備訂單量卻處在一個高位。包張靜的研究就發
現，目前內地許多鑽井平台屬於無租約的投機建造，
這給企業帶來巨大的隱藏風險。「現在的定單毛利非
常低，但海工裝備價值又非常大，一旦發生棄單，對

企業來說就是滅頂之災」，包張靜強調這並非聳人聽
聞。

其實內地海工製造企業之所以還願意來接這樣的訂
單，並不是他們對市場風險了解不足。其根源在於世
界經濟危機爆發前的數年裡，全球船舶市場快速發
展，一批造船企業湧入船舶行業。經濟危機爆發，令
國際海運陷入寒冬，這批企業為了生存紛紛進入海工
裝備的低端領域，其中技術、成本門檻都比較低的自
升式鑽井平台成為他們的敲門磚。據包張靜統計，近
五年來內地大型海工裝備建造企業由10 家增至 20
家，海洋工程船建造企業則由60家增至100家，在低
端領域的快速增長，其利弊值得謹慎思考。

但包張靜也強調，國際海工市場雖然在短期內存在
下行的壓力，但中長期的發展趨勢仍然看好。他認為

目前我國海工業亟待提升在核心技術和概念設計上的
水平，同時發展支撐海洋工程裝備發展的技術服務、
專業咨詢、信貸保險等配套服務，並大力培養海工產
業人才。

海工裝備產業相關數據
■全球海洋工程裝備市場容量預計：2014年-2020
年約500億美元， 2021年-2025年將上升至620
億美元左右。

■全球海洋工程裝備市場競爭格局：韓國、新加坡各
佔全球30%-40%。中國於2014年前 8個月份額
佔全球33%。

■中國海工企業總數量：大型海工裝備建造企業由
2009年的10家上升至2014年的20家；海洋工程
船建造企業由2009年的60家，上升至2014年的
100家。

■■「「興旺號興旺號」」深水半潛鑽井平台深水半潛鑽井平台
試航調試試航調試。。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中集來福士總中集來福士總
裁于亞裁于亞。。

製造業看中國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鎮仁表示，除了外圍的經
濟壓力外，珠三角的香港廠商仍然面對各式各樣

的挑戰，包括經營成本上漲、法規標準日趨嚴格；加上
內地人口老化，人力資源市場將出現結構性的轉變，未
來數年整體勞動力供應量難望突破。針對瞬息萬變的市
場及營商環境，企業要靈活應變，不斷創新，為產品及
服務創造「價值」以提升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自動化、智能化迅速回應市場
「近年，生產力局除了透過顧問服務，支援廠商應用

先進的生產技術創新轉型外，還組織了多個代表團到海
外考察，借鑒歐洲、以色列、澳洲等國際應用研究機構
的技術開發及運作模式，為本地工業發展搜羅嶄新的技
術，協助企業為產品增值。當中自動化、智能化的技術
對港商最有發性，既能紓緩內地勞工供應緊張，又可
提升生產力。」陳主席指，內地近年提出「機器換
人」，增加工業機器人的使用率，目的都是走自動化、

智能化的工業發展策略。對於中小企港商來說，確實難
以將整條生產線自動化，但是半自動化，或是在個別工
序引入機械臂生產是可行的方案。尤其在現時「款多量
少」的市場趨勢下，廠商可以將機器人「一機多用」，
例如增加機械臂的夾具，讓其靈活加工執行不同的命
令，生產多種不同產品，便可增加生產力及快速回應市
場需要。
陳主席介紹指，生產力局近年亦推出了多項新計劃，

協助業界採用彈性製造技術、智能機器人及自動化工
藝，並推廣3D打印技術的應用，加速產品創新，促進
業界開拓低產量及專門化產品的新市場。例如今年九月
成立的「隨形冷卻技術中心」，引入了全港首部混合式
金屬3D打印設備，可製作高精密的模具，為廠商減省
注塑時間30%至40%，縮短產品開發周期。而且金屬
3D打印可應付複雜和刁鑽的設計，能滿足市場上對個
人化產品的熾熱需求，最適合有意轉型原創設計生產
(ODM)的廠商，應用於製作個人化的醫療設備、貴金屬

首飾、鐘錶、精密模具、汽車零部件、高端電器用品以
至玩具等。例如我們曾為一家高價鐘錶公司的特選客戶
製作度身訂造的禮品，既配合企業的精密技術需要，又
能突顯品牌的形象。「事實上，香港製造業走向自動
化、智能化，並非遙不可及。技術上，生產力局可作為
後盾；財務上，內地及本港政府及工商業支援機構有多
個資助及支援計劃，讓廠商應用先進技術，創意增值及
發展商機。此外，我們有廣闊的業界網絡，可為企業建
立合作平台。」

研討了解惠州最新發展
今年大會繼2007年後，再度在珠西地區的重點城市
惠州市舉行，「交流會」以「惠港攜手．創新共贏」為
主題，晚會由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及廣東省市領導
作主禮嘉賓，省市區多個職能部門領導與工商界共濟一
堂，更獲得內地和香港一眾商會的鼎力支持。
在「交流會」當日，大會將舉辦企業「品牌創建．技

術創新」研討會，除了讓香港工商界加深了解惠州的最
新發展優勢和機遇外，還藉此介紹如何通過創建品牌及
應用科技開拓新產品，及開展「線上線下」的創新商業
模式，迎上網銷潮流。
是次研討會採用新的形式，將移師位於惠州市的本港

企業旭日集團有限公司舉行。該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楊勳先生將會主講「企業文化與創建品牌」專題；此外
研討會新增設「CEO對話」環節，由生產力局總裁麥
鄧碧儀女士與楊勳先生對談，分享企業領袖的管理智
慧。
最後的互動交流環節由三家惠州企業代表介紹推行創

新策略的實戰經驗，包括旭日集團的代表講解開拓新產
品和新銷售管道—線上線下市場行銷、金鼎多媒體(惠
州)有限公司代表介紹創新的商業模式，及嘉瑞科技（惠
州）有限公司代表分享引進技術、改造及自動化的成功
經驗。這些企業的創新策略，對珠三角港商有極大的參
考價值。

生產力局借助先進技術 協助企業靈活應變創造價值
—訪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鎮仁

全球經濟變幻莫測，近期歐美及內地的經濟數據相繼下滑，不少國際組織都調低經濟增長預測。同時，美國聯儲局量化寬鬆政策結束，但

日本中央銀行則宣佈擴大量化寬鬆政策，這種種發展導致市場波動加劇，對香港企業的競爭力是一大挑戰。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

最近公佈的中小企業營商指數調查顯示，港商對第四季的營商前景信心轉淡，主要也是受到環球經濟信心大幅回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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