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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市場消息
指，廣東省超市連鎖店營運商順客隆
（0974）今日起至9月2日招股。招股價介乎
2.4元至3.2元，擬發行7,162萬股股份，當中
九成股份國際配售，一成股份公開發售，集
資1.72億元至2.29億元，每手1,000股，入場
費約3,232.25元。公司計劃9月10日掛牌，保
薦人為光大證券。
是次招股將會引入3名基石投資者，集資所
得約75.4%用於至2018年上半年在廣東省三
四線城市新開35間至50間超市；約8.8%預計
用於資訊科技升級；約8.6%預計用於改造及
擴建位於佛山及肇慶的分銷中心；約7.2%用
作一般營運資金。截至今年4月底止，合共有
84間超市。去年收入按年升21.2%至10.53億
元，純利則為3,103.5萬元。

青島銀行已申上市籌54.6億
另外本地媒體報道指，內銀青島銀行已向

港交所（0388）遞交上市申請，並已上傳初
步招股文件，保薦人為中信証券國際及高
盛。早前市場傳出青島銀行計劃在今年第四
季上市，擬集資7億美元（約54.6億港元）。
其初步招股文件披露，有關的集資款項將用
作補充資本金。
青島銀行為山東省的城商銀行，在青島、

濟南、威海及煙台等9個城市，合共設有86
間分行。現時青島銀行最大股東為海爾集團，持股
26.1%；主要的外資股東意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
INTESA SANPAOLO SPA，共持有20%股權。青島
國信持有17.13%股權。
創業板方面，品牌中國（8219）將於9月8日轉至主
板上市，股份代號將轉為（0863），股份於創業板買
賣最後交易日為9月7日。

蒙牛產品下半年不加價

俄鋁半年轉賺8.79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俄鋁（0486）昨日公佈，上
半年扭虧為盈，錄得盈利約8.79億（美元，
下同），每股盈利0.0579元，不派息。去年
同期則錄得虧損約2.09億元。
上半年收益增加8.3%至47.5億元，乃由於
實物鋁銷售增加4.4%、期內倫敦金屬交易所
鋁價小幅上漲1.8%及超出倫敦金屬交易所鋁
價的平均溢價增長5.8%至每噸367元。不
過，第二季度收益由第一季度的24.77億元減
少8.2%至22.73億元。由於倫敦金屬交易所鋁

價下跌及溢價較可比之同期下跌，加上俄羅
斯盧布兌美元轉強，第二季度之經調整
EBITDA減少21.2%至5.68億元。
俄鋁行政總裁Vladislav Soloviev表示，上半

年為鋁市場另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該時期
內除了鋁統包價下跌22%，中國半成品出口
亦增長43%，全球鋁市場出現供應過剩。因
此，鑑於俄羅斯、巴西及亞洲的疲弱需求，
公司將其今年需求估計由預算的6.5%下調至
6%。

中海油服半年少賺八成
香港文匯報訊 中海油田服務（2883）公佈，上半年錄得淨利
潤8.94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跌79.78%，與市場預
期的8.703億元相若，每股基本收益18.75分，不派中期息。期
內公司營收為120.89億元，同比下跌24%。
由於油價下跌，油公司縮減投資規模，上半年中海油服鑽井
服務業務收入65.59億元，按年跌24%。於6月底，共營運管理
44座鑽井平台。上半年鑽井平台作業日數6,245天，按年減少
348天，平均每日收入15.2萬美元，按年跌16%。
公司預期，下半年國際油價將在多重因素影響下繼續保持低
位徘徊，全球勘探開發投資緊縮，油田服務市場競爭進一步加
劇。

俗稱「三桶油」的中國三大石油企業中石油
（0857）、中石化（0386）和中海油（0883）上
半年業績均已出爐。由於國際油價大跌，中石油
利潤同比大幅降低62.7%；中石化淨利潤同比下降
22%；中海油淨利潤同比下降56.1%，可謂大幅縮
水。

勘探生產業務虧損勁
新華社發文指，油價大跌令到原本對利潤貢獻

最大的勘探與生產業務大受影響。根據三間公司
所披露業績報告，上半年中石油勘探與生產業務
經營利潤329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降近
68%；中石化油氣勘探開發業務錄得經營虧損18
億元，同比減少收益301億元。

國際油價在去年上半年依然在每桶100美元上
下波動，但自去年年中開始出現斷崖式下跌。今

年以來，雖一度略有上升，不過進入6月以來，
在供需層面一系列利空因素影響下，再度進入下
跌通道。

煉油化工業務成本降
原油價格下跌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對勘探生

產業務是巨大利空，但另一方面亦令煉油和化工
業務成本下降。特別是對於進口原油近八成、煉
化業務佔比較大的中石化來說，利好更為明顯。
上半年中石化煉油業務經營收益同比大幅增長
57%，化工業務由虧轉盈，經營收益同比增加141
億元；中石油煉化業務亦出現自2011年以來首次
整體盈利，同比扭虧增利近81億元。

新華社引述中國石油大學中國油氣產業發展研
究中心主任董秀成指，高油價掩蓋了企業存在的
很多問題。低油價讓石油公司面臨比較困難的環

境，但亦為企業加強投資決策科學性、改革內部
管理體制、強化成本控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
會。

新掌門維持穩中求進
今年上半年，「三桶油」母公司均換帥，王宜

林、王玉普和楊華分別接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和中國海洋石油總
公司董事長。在油氣行業經歷一輪反腐後，此輪
集中換帥意味着中國油氣行業一個新時代的開
始。「雖然風格各不相同，但『穩中求進』應該
說 是 目 前 三 位 新 任 掌 門 的 總 基
調。」董秀成預計，待國家油氣體
制改革整體方案明確後，「三桶
油」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戰略亦將
逐步明晰。 ■記者 蔡競文

「三桶油」開展新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中石化（0386）上半
年因油價大跌少賺逾兩成，勘探業務由盈轉虧，原油
及天然氣按年分別減產2.14%及0.43%。公司判斷下
半年油價仍在低位徘徊，意味着勘探業務盈利將繼續
減少。
與此同時，公司卻計劃在下半年大幅提高天然氣產
量逾五成，新任董事長王玉普解畫稱，增產的天然氣
主要用於生產下游化工產品，並非直接出售，相信此
舉可降低化工原料成本。
中石化中期業績符合市場預期，雖然上游業務錄得
虧損，但煉油業務經營收益大幅增長逾五成，化工業
務盈利亦是2011年第四季以來最高。
王玉普判斷，國際油價低企或持續至明年上半年，
原因包括美國頁岩油產能提高，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堅持不減產，以石油作為經濟支柱的俄羅
斯等國增產，以及全球石油需求減小、液化天然氣、
核能等替代能源快速發展等。是以公司預期下半年上
游及成品油收益會繼續下降。

油價跌拖累下半年盈利
公司第二季較首季多賺逾十倍，主要由於期內國際油價回
升，由1月時每桶不到50美元，至6月最高時約65美元，加上
成品油從生產至出售一般有兩個月庫存時間，等同第二季出售
的成品油，其原油已於首季以低價買入，「低買高賣」令盈利
大增。
不過，隨着國際油價近日暴跌至6年半新低，更較去年同期

降低近五成，王玉普擔心，第三季經營形勢恐成「高買低
賣」，拖累公司下半年盈利。
事實上，下半年新增天然氣產量大部分為頁岩氣，王玉普強

調，未有因油價下跌停產頁岩氣，未來會在鄂爾多斯盆地、四
川盆地和松遼盆地等地區繼續開發，並推進涪陵頁岩氣田建
設，確保完成一期50億方產能建設目標。

人幣貶值整體影響不大
截至6月底，中石化有59.53億美元短期借款，問及人民幣貶
值，財務總監王新華坦言該部分美元借款蒙受匯兌損失。不過
另一方面，人民幣貶值帶動上游原油結算收入，故對整體經營
影響不大。
油氣管道資產拆分方面，管理層指國家已推出徵求意見稿，
惟正式意見尚未下發，集團會就該項工作做好準備。至於銷售
業務分拆，銷售公司已完成引資，正在籌建董事會，其中3名
董事會成員會由社會投資者擔任。
昨日是王玉普當選中石化董事長3個月，他發表履新感言時
表示，行業雖然面臨劇變，但亦有難得發展機會，公司正制定
「十三五」計劃，力爭發揮旗下一體化優勢。

■王玉普預期下半年上游及成品油收益會繼續下降。
張偉民 攝

中石油藉天然氣打翻身仗
油價大跌拖累 中期純利倒退62.7%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公司原油產量4.775億桶，
同比增長2.6%；可銷售天然氣產量15,496億

立方英尺，同比增長3.6%；油氣當量產量7.359億
桶，同比增長2.9%。受原油價格下降以及石油特別
收益金（即俗稱的「暴利稅」）起徵點提高影響，
期內未發生石油特別收益金，比上年同期減少
359.76億元，資源稅亦比上年同期減少了37.06億
元。

煉油化工業務扭虧
值得留意的是，期內煉油與化工業務經營利潤達

46.57億元，同比扭虧增利80.92億元，是2011年以
來首次產生盈利。其中煉油業務實現經營利潤55.5
億元，同比增利11.95億元；化工業務經營虧損8.93
億元，同比減虧68.97億元。
天然氣與管道業務亦是另一大亮點，經營利潤

達148.67億元，同比增長264.1%。期內銷售進口
氣及LNG淨虧損106.26億元，同比減虧97.34億
元。

非常規氣發展迅速
多位高層昨日均在業績會上看好天然氣業務前

景。汪東進透露，在「十三五」期間，常規氣每年
將新增產能90億立方米，到2020年時產能可望達到
850億立方米至900億立方米。
頁岩氣亦取得很大進展，今年已建成26億立方米

產能，到2020年時將增至100億立方米。緻密氣亦

發展迅速，到「十三五」期末將達300億立方米。即
是到2020年，常規氣和非常規氣的總產能將達到
1,200億立方米以上。
董事長王宜林亦表示，公司對天然氣業務高度重

視，目前在內地市場的佔比達到七成。今年的銷量
放緩，主要是由於需求放緩，以及與經濟發展的轉
變密切相關，相信未來的需求和價格均會隨着市場
發展產生變化。
他又談及從中海油重回中石油的感受，稱近期已

到基層調研，絕大部分員工仍致力於油氣業務的建
設和發展，他本人「很有信心帶領這支隊伍令公司
穩健發展」。

人幣貶值有利收益
問及人民幣近期貶值的影響時，汪東進指，在原

油的美元價格不變下，人民幣貶值總體對公司有
利，每貶值1%，可提升公司收益10億元，若人民幣
貶值一成，將令利潤增加100億元。他又透露，今年
的資本支出較去年下降12.6%，未來或會在現有基礎

上進一步壓減。
業績報告披露，今年全年的目標資本支出為2,550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受國際油

價低位震盪、內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市

場需求低迷影響，中石油（0857）中期業

績錄得大幅倒退。業績報告披露，截至6

月30日，股東淨利潤為254.06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降低62.7%；每股基本

盈利0.14元。派中期息0.06247元，亦大

幅減少62.7%。副董事長兼總裁汪東進表

示，在國際油價持續低迷下，天然氣業務

的發展顯得更加重要，將會成為公司新的

增長點。

中石油2015年中期業績
今年上半年 變幅（%）

油氣當量產量（億桶油當量） 7.36 2.9
原油產量（億桶） 4.78 2.6
─中國（億桶） 4.02 －1.8
─海外（億桶） 0.75 34.1

原油平均價格（美元╱桶） 52.10 －48.0
可銷售天然氣產量（億立方英尺） 15,496 3.6
─中國（億立方英尺） 14,457 1.1
─海外（億立方英尺） 1,039 59.8

天然氣平均價格（美元╱千立方英尺） 6.42 0.5
股東淨利潤（億元） 254.06 －62.7
每股基本盈利（元） 0.14 －62.2
中期息（元） 0.06247 －62.7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王宜林（中）指，公司對天然氣業務高度重視。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蒙牛乳業（2319）
總裁兼執行董事孫伊萍昨於記者會表示，上半年原奶
供應過剩，料下半年原奶仍會維持供應充足，公司產
品價格將維持不變。旗下雅士利（1230）總裁兼執行
董事盧敏放表示，將改變銷售策略，由超商轉型至母
嬰店及電商。

半年賺13億增28%
蒙牛中期純利13.39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
增加27.7%。期內收入減少1.1%至255.64億元，孫伊
萍解釋，收入倒退是受旗下公司雅士利影響所致。若
撇除雅士利，蒙牛的業績整體有增長，收入微增
0.5%，純利上升39.3%。
孫伊萍表示，公司將順應「互聯網＋」的概念，以
「國際化、數碼化、年輕化」為蒙牛品牌及產品營銷
重點，又會加強液體奶及低溫領域的業務，整合奶粉
業務平台。

原奶價跌助減成本
至於雅士利方面，盧敏放指雖然市場競爭激烈，但
同時為公司帶來機會，因為隨着奶粉行業新政推出，
不合規的企業將退出市場。
盧敏放指，人民幣貶值或會為公司業績帶來影響，

由於今年奶源價格較去年低，預計原奶價格會維持平
穩或稍跌，有助減低成本。

雅士利轉型母嬰店
市場競爭加劇，加上受到電商衝擊，雅士利計劃調
整銷售渠道。由以往集中在商超銷售，改為大力發展
母嬰及電商渠道。盧敏放表示，商超渠道佔內地奶粉
市場已跌至僅約23%，比電商小，公司將加強覆蓋於
其他渠道。
公司未來會致力塑造品牌，加強母子品牌協同效

應，但盧敏放形容該過程是「長跑」，並非一兩年就
能完成，或需10年至20年時間，但仍然對提升品牌
形象充滿信心。
摩根大通昨發表報告，蒙牛中期純利勝於該行預期

的9%，維持「增持」評級，目標價50港元。蒙牛昨
收報28.9港元，跌3.02%。雅士利收報1.98港元，升
10.61%。

■孫伊萍
（左）預料
下半年原
奶仍會維
持供應充
足。旁為
盧敏放。
吳婉玲 攝

■俄鋁上
半年扭虧
為盈，錄
得盈利約
8.79 億美
元。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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