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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業逾3億購平保A股

中石油發半年盈警
首季少賺82% 受累油價大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茂業國際（0848）前日
公布，旗下全資附屬子公司深圳茂業商廈於4月17日
至24日期間，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通過場內購買購入了
合共約347.53萬股平安保險（2318）A股股份。
購入的股份相當於平保截至2015年4月2日已發行

股本的約0.038%，購入總成本約3.04億元（人民幣，
下同），平均每股平保A股股份的購入成本約87.6
元。茂業國際稱，看好平保發展前景，認為代價及購
入事項屬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大唐發電首季盈利跌18%
香港文匯報訊 大唐發電(0991)昨日公布，截至今年

3月底止，首季營業收入按年減12.4%至153.4億元
（人民幣，下同），盈利為 7.75 億元，按年少
17.74%。基本每股收益為0.0582元。
而公司近日收到國家發改委《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

降低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和工商業用電價格的通知》。
根據電力體制改革的相關精神和煤電價格聯動機制有
關規定，通知決定下調燃煤發電上網電價。調整自本
月20日起執行。此次燃煤發電上網電價調整後，公司
下屬燃煤發電機組平均上網電價將下調約1.89分/千瓦
時（含稅）。

北京銀行首季賺50億增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北京報道）北京銀行

27日同時發布2014年年報及2015年一季報，今年一
季度該行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單季實現淨利潤50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10%。
另外，據其2014年年報顯示，2014年該行實現歸屬
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潤156億元，同比增長16%；實現
人均創利150萬元，連續八年蟬聯「人均最賺錢銀
行」。
截至2014年末，北京銀行不良貸款率為0.86%，處

上市銀行最優。撥備覆蓋率324%，撥貸比2.78%，持
續保持高位。至今年一季度末，該行資產質量繼續保
持穩定，不良貸款率為0.93%，處於已披露上市銀行
最優水平。
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表示，新常態下，該行已做

好轉型準備。另據高層透露，該行計劃未來適時推出
員工持股計劃，目前處於前期研究階段。

河南清水源深交所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攀綜合報道）繼今年3月13
日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為IPO新一輪重啟
後河南省首家過會企業之後，日前該公司在深圳證券
交易所成功上市，這也是河南省今年首家上市企業。
據悉，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濟源市一家

重點科技先導型企業，自1995年成立以來，專注於環
保產業水處理領域中的水處理劑產品研發，擁有NSF
認證和歐盟REACH認證註冊。其生產的紡織印染助
劑、造紙助劑等八大系列六十多種產品，廣泛應用於
油田、石化、電力、冶金、造紙等行業。該公司擁有
自營進出口權，產品出口至英國、美國等30多個國家
和地區。其擁有省級工程技術研發中心，是國家火炬
計劃重點高新技術企業和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本周限售股解禁市值逾6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本周起，
滬深兩市共將有28家公司共計26.46億解禁股上市流
通，解禁市值也將超過600億元（人民幣，下同）。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解禁股東在股價處於高位時，更
易傾向「落袋為安」，目前隨着股市普漲，個股估值
都為年內偏高水平，持股者需警惕套現壓力的增長。
據統計顯示，本周解禁的28家公司中，其中涉及股權

激勵的有6家，非公開增發的有6家公司，首發原始股東
解禁流通的有8家公司。有18家公司限售股昨日解禁，
解禁市值529.11億元，佔到全周解禁市值的86.95%。
從各股解禁數來看，人民網（603000.SH）以
211.83億元解禁市值居首，奧康國際（603001.SH）
和東江環保（002672.SZ）本周解禁市值位居第二和第
三，分別為 75.21 億元和 63.81 億元。而TCL集團
（000100.SZ）解禁股數最大，達到7.92億股。
市場分析人士指，一般來說，巨額的解禁對股價有負

面的影響，尤其是對於那些股價已經飆升到一定程度的
個股，目前解禁壓力集中度高，套現壓力近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上海報道）上海首個
物聯網產業基地「物聯慧谷——松江物聯網核心產業
基地」日前奠基。該基地由松江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
和園區企業共同投資建設，規劃面積420畝，計劃集
聚國際國內知名核心企業，融合產業孵化、成果應
用、體驗交流、金融服務、人才資本等等，打造產業
集群、產業成長通路、產學研平台及產業科普展館。
「物聯慧谷」將依托瑞章科技等龍頭企業，引領RFID

（射頻識別）世界先進技術，在物聯網硬件形成從芯片、
標籤到讀卡機具的完整產業鏈，在軟件服務上提供創新行
業應用解決方案，就物聯網及周邊支持技術逐步研發完
善，達成一流的物聯網信息產業生態圈。通過「物聯慧
谷」這一新的載體，整合開發區物聯網產業基金、瑞章投
資等產業扶持基金，成立「物聯網金融投資併購基金」及
金融服務平台，採用基金加基地的運作模式創建全球領先
技術孵化器，全方位扶持園區企業發展。
同時，「物聯慧谷」還計劃借助松江大學城、行業

協會、RFID聯盟等現有資源優勢，攜手成立上海物聯
網研究院，以有效舉措融合強化新一代電子商務和物
聯網前端技術的產學研發展力度。此外，基地還將創
辦以物聯網技術和智慧城市建設為主題的國際體驗交
流中心，切實以品牌、技術、創新、整合推動中國
「互聯網+物聯網」的行業發展。

滬建首個物聯網產業基地

今年首季，受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下跌影響，中石油
原油平均實現價格為48.87美元/桶，同比下降

51.2%；受銷售結構變化、匯率波動的綜合影響，公
司天然氣平均實現價格為6.24美元/千立方英尺，同
比下降0.8%。

勘探生產板塊利潤降67%
中石油表示，今年首季，公司生產原油2.394億
桶，同比增長3.3%；生產可銷售天然氣8,508億立方
英尺，同比增長7.7%；實現油氣當量產量3.812億
桶，同比增長4.9%，其中，海外油氣當量產量0.489
億桶，同比增長40.9%。勘探與生產板塊單位操作成
本同比下降3.7%；受平均原油實現價格大幅下降等因
素影響，勘探與生產板塊實現經營利潤172.99億元，
同比下降67.2%。勘探與生產板塊仍然是公司最重要
的盈利貢獻業務板塊。
煉油與化工業務方面，公司首季共加工原油2.535

億桶，同比下降0.4%，生產汽油、柴油和煤油2,334.6
萬噸，同比下降0.4%。煉油與化工板塊經營虧損

50.65億元，其中，煉油業務受油價下跌導致毛利下降
影響，經營虧損37.85億元；化工業務面對持續低迷
的市場形勢，不斷優化產品結構，經營虧損12.8億
元，同比減虧28.96億元。

天然氣管道板塊多賺428%
銷售業務面對國內成品油需求疲軟、價格波動下行
的挑戰，突出高效地區、厚利產品銷售，着力提高終
端銷售能力，銷售汽油、柴油和煤油3,771萬噸，同
比增加355.5萬噸，增長10.4%；國際貿易有效控制市

場風險和金融風險，進一步提升運作水平和盈利能
力。受國內成品油價格下調導致毛利下降影響，銷售
板塊經營虧損25.91億元。
天然氣與管道業務統籌自產氣、進口氣和液化天然

氣等多種資源，繼續加強需求管理，有序推進新建管
道和高效市場開發，有效保障銷售效益。今年首季，
天然氣與管道板塊實現經營利潤73.55億元，同比增
長428.4%，繼續保持較好的效益增長勢頭，其中，銷
售進口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LNG)淨虧損71.66億元，
同比減虧49.3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中石油

（0857）昨晚公布，截至3月31日的第一

季，錄得股東應佔淨利潤61.5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減少82%，主要由於原油

及成品油價格大幅下降令收入減少所致。中

石油並預計，若本季原油價格延續低位運

行，公司原油實現價格預期同比降幅較大，

預計今年半年度股東應佔凈利潤將同比大幅

下降。

綠地新簽哈爾濱濟南三條地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綠地香港

（0337）母公司綠地集團昨日宣布，綠地地鐵投資產
業在內地兩大省會城市哈爾濱、濟南連續落子，三條
地鐵預計將投資420億元（人民幣，下同）。至此，
綠地地鐵產業總投資規模已超千億元。

地鐵產業總投資超千億
據悉，綠地集團已就哈爾濱地鐵6號線、9號線和濟
南一條地鐵線路，分別與哈爾濱市政府和濟南市政府
簽約。根據規劃，哈爾濱軌道交通六號線東起道外區
哈爾濱華南城、西至群力新區，全長33公里，工程擬
於2016年開工建設，預計2020年底建成，總投資預

計200億元；哈爾濱軌道交通九號線東起哈西高鐵站、
西至太平國際機場，全長28公里，工程擬於2016年開
工建設，預計2018年底建成，總投資預計100億元；
綠地集團與濟南市簽約的一條地鐵項目，全長20公
里，工程擬於2017年開工建設，總投資預計120億
元。
加上此前簽約的徐州、南京、重慶地鐵項目，綠

地至此實現了6條重要地鐵項目的「大基建」布局，
預計總投資規模已達到1,150億元。綠地集團董事
長、總裁張玉良表示，綠地集團將推進「三大戰
略」，即在房地產主業之外，加快發展「大基建、
大金融、大消費」等三個重點領域，其中「大基

建」將重點發展地鐵產業，以「地鐵+物業」綜合開
發為核心模式，推動地鐵項目大規模落地，快速形
成產業規模效應。他並稱，綠地將力爭短期內再簽
約4至5個項目。

外資百貨遇困百貨業料迎變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瑤瑛泉州報道）被稱為中
國百貨行業「達沃斯」的「第13屆中國百貨業高峰論
壇」日前在福建晉江舉行，針對目前外資百貨在華遭
遇困局，門店頻關的消息，中國百貨商業協會副會長
朱愛華表示，隨着越來越多店商和電商強強聯手模式
出現，以及加快線上線下整合的進程，中國百貨料將
迎來新一輪變革。
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大型連鎖百貨已經和明確
將要關店的數量達到38家。十年前，中國消費者強大
的海外市場購買力曾讓不少海外百貨業巨頭覬覦中國
市場這塊誘人蛋糕，英國瑪莎、馬來西亞百盛、美國
梅西、日本高島屋等百貨業扎堆中國開分店，但是近
日有關瑪莎、百盛等多家百貨陸續關閉門店的消息不
斷傳出，這與其十年前大舉進軍中國市場的境遇相去
甚遠。

《中國百貨業2014年度發展報告》亦在論壇期間發
布，根據報告，中國百貨將進一步拓展多業態融合的
全新商業模式，以帶動百貨業的突圍及升級，未來具
有「零售+餐廳+個性化服務+O2O」功能的便利店將
成為新的投資開發熱點。

拓展多業態融合商業模式
香港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全球零售及科技研究主

管韋葆蘭表示，百貨關閉有四個原因：精簡商店、執
行多渠道戰略、重新建立供需平衡、市場競爭力。一
些市場人士也表示，新型購物中心和電商都在搶食整
個零售的市場份額，很多百貨公布的全年業績都只是
略微增長。
朱愛華也指出，越來越多的百貨門店忽略了門店經

營，而把關注點放在供應商收費和網點上，這就是中

國零售行業長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他說，中國傳
統百貨企業應該充分發揮已有的網點資源、品牌信譽
等優勢，基於互聯網思維，加快模式創新，集成消費
者驅動。他認為，要引導和促進海外奢侈品回流到國
內市場，並營造國內民眾理性的消費行為。

百度李彥宏開腔冀回流A股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內地互聯網巨頭百度自
2005年8月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後，10年內市值由8億
美元（約62億港元）飆升至近800億美元（約6,200億
港元）。不過，百度創辦人兼董事長李彥宏上周於公開
場合表現得歸心似箭，坦言希望將百度帶回中國上市。
李彥宏上周五於中國證監會演講時表示，百度的市
場、用戶和客戶都在中國，故希望「我們的股東、投

資人也能夠在中國」，希望百度能回中國上市。
他又稱，與對手阿里巴巴及騰訊相比，百度更重視
技術，自己也是「技術出身」，一直對技術情有獨
鍾。他回顧了百度向移動互聯網轉型的12年歷程。在
他看來，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的轉變，是改良
而非革命。
「現在最大規模的互聯網公司絕大多數都是在PC

時代就已經產生了，並且在PC時代就已經做出了相
應的規模，然後他們才去擁抱移動互聯網時代，並做
相應的移動互聯網產品。」
他相信，人工智能時代很快到來，那時候「電腦可
以像人一樣思考，辨識東西，也可以懂得人們說
話。」百度過去十幾年專注「連接人與信息」，未來
將「連接人與服務」。

首置逾56億奪中關村地皮
香港文匯報訊 首創置業 (2868)昨宣布，透過公開
市場以56.4億元人民幣成功取得北京市中關村永豐產
業基地總建築面積20.87萬平方米住宅混合公建用
地，項目配建6.05萬平方米自住型商品房和7,500平
方米公租房。
項目位於海淀區北部整體開發範圍中關村永豐產
業基地，區域西鄰中關村環保科技示範園、西北有
翠湖科技園、東鄰航天城社區、東南有唐家嶺新

城，區位優越。區域規劃將重點吸納新材料產業、
信息產業等經濟效益好、科技附加值高、技術密集
的綠色環保無污染的高新技術產業，目前已經匯集
了用友軟件園、航空材料園等企業，區域發展比較
成熟。
項目區域內已有北清路、永豐路等連接中關村核心

區，在建地鐵16號線2015年底將開通，直通萬柳、
中關村核心等區域，交通完善。地塊周圍五公里範圍

內擁有醫院、學校、超市、購物中心，以及清華附
中、中關村二小等多所知名學校。
北京中關村永豐產業基地坐落於北京市海淀區北部

地方，總用地面積453公頃，是中關村發展區中面積
最大的專業園區。基地位於北京市建設「兩軸兩帶多
中心」的海淀科技創新中心，是中關村科技園區規劃
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也是中關村高新技術成果轉化
和產業化的重要平台。

小米獲塔塔入股助攻印度
香港文匯報訊 印度塔塔集團名譽董事長拉坦．塔
塔 (Ratan Tata)入股小米，該交易可能會提升小米在
印度這個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市場的地位。小米在剛
過去的周日發布的聲明中，沒有透露該交易的財務細
節和塔塔所購股權的佔比。塔塔是首位入股小米股權
的印度企業。在去年12月份的一輪融資完成後，小米
的估值達到了450億美元。
塔塔是印度德高望重的商界領袖，其之前投資了包

括在線零售商Snapdeal在內的印度初創企業。
小米首席執行官雷軍在聲明中稱，塔塔是全球最受尊

敬的商界領袖之一，他的投資是對小米迄今為止在印度
所採取的策略的肯定，小米期待將更多產品引入印度。

阿里夥中電信推「淘寶手機」
另外，阿里巴巴與中國電信（0728）上周六聯手推

出低價智能手機，主打上網流量贈送和淘寶特惠專區

兩大賣點，主要針對農村及小城鎮用戶。
來自酷派（2369）、海信和TCL的六款機型將預裝
手機淘寶。阿里巴巴稱，手機淘寶是內地最受歡迎的
手機購物應用，月活躍用戶超過2億。
阿里巴巴稱，來自優思、世紀天元和廣信等品牌的
八款機型則搭載YunOS操作系統，提供阿里通行證和
海量雲空間等特色服務。阿里巴巴今年1月時稱其電
商APP擁有2.65億月活躍用戶。

■中石油昨晚公布，
第一季錄得股東應佔
淨利潤61.5億元人民
幣，按年減少82%。

資料圖片

■哈爾濱地鐵簽約現場. 本報上海傳真

■圖為泉州某大型百貨公司推出多種折扣及優惠信息
招攬顧客。 黃瑤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