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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 (第131章)
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H7/17的修訂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
(b)(ii)條所賦予的權力，於2015年7月21日將《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S/H7/17》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以作出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黃泥涌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編號S/H7/18》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H7/18》，會根據
條例第5條，由2015年10月30日至2015年12月30日的兩個月期間，於正常
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4樓港島規劃處；及
(v)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2號地下灣仔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須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15年12月30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以及
(c)	 建議對有關草圖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第9條就有關的草圖作出決定為止。任何打算作
出申述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及
公布申述、對申述的意見及進一步申述」。上述指引及有關表格樣本可於
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hk/tpb/)
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的《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S/H7/18》的複
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23樓測繪處港島地圖銷售處
及九龍彌敦道382號地下測繪處九龍地圖銷售處發售。該圖的電子版可於
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申述人」的

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對黃泥涌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H7/17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項	 －	把位於山村道9號的「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最高建築物

高度由5層修訂為11層
	 B1項	－	把位於禮頓道66號的「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南部的最高

建築物高度由3、4、8及13層一概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80米
	 B2項	－	把位於禮頓道66號並涵蓋保良局主樓及其相鄰用地的「政

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最高建築物高度由4層修訂為2層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修訂「住宅(乙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澄清有關管理員宿

舍獲豁免計算地積比率／總樓面面積的條款
(b)	 修訂「住宅(丙類)」地帶《註釋》的「備註」，以澄清有關管理員宿

舍獲豁免計算地積比率及上蓋面積的條款
(c)	 就英文文本而言，在「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體育及康樂會」、「馬

廐、私人康樂／體育會及公眾休憩用地」及「馬場」各地帶《註釋》
的「備註」中，把“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s”修訂為“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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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海油服（2883）昨公佈，今年第
三季盈利同比大跌83%，並預計全年盈利將大幅減
少。為補充現金流，公司擬未來3年發行最多100億
元（人民幣，下同）境內債。

上季盈利跌逾八成
按中國會計準則，中海油服今年第三季錄得淨利
潤3.54億元，較上年同期的21.25億元下降83.34%；
1月至9月盈利12.49億元，同比下降80.9%，每股基
本收益0.26元。
前三季度，由於全球油價持續低位震盪，油公司
大幅縮減投資規模，油田服務行業低迷局面未改。
該公司表示，由於旗下大型裝備的使用率和服務價
格同比有所下降，公司前三季度營業收入同比減少
28%至179.97億元，資產減值損失按年升4.3倍至
12.76億元，期內淨利明顯減少。
公司指出，基於以上因素，加上第四季度常規季節

因素對經營的影響，預計2015年全年淨利潤將較
2013年有大幅下降。收入減少令中海油服於前3季度
由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淨額同比下降45%。為補充
資金，董事會審議通過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於未
來3年發行本金總額不超過100億元的境內債，同時
擔保境外子公司COSL Norwegian進行一筆額度不超
過5億美元的境外美元貸款項目。中海油服H股昨收
跌1.44%，報8.9港元；A股則升0.06%，報17元。

中石化傳發500億境內債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油價下跌，大削中國石化（0386）盈

利。該公司公佈，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公司第三季度錄得盈
利16.36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的192.55億元大
幅減少91.5%，遠遜於市場預期。

上季純利倒退91.5%
今年1月至9月，中石化盈利為270.3億元，同比上年同期
的518億元下降48%。今年首9個月，中石化9個月油氣產量
當量350.82百萬桶，天然氣產量5,301.4億立方呎。前三季度
公司原油均價同比下降48.4%，至每桶48.91美元；9個月天
然氣均價同比上升0.99%至每千立方呎7.12美元。期內資本
支出380億元。另據路透社報道，中石化稱擬申請發行不超
過500億元境內公司債，首期規模最多200億元。

中鋁首三季虧損收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鋁業（2600）昨日公佈，截至9月底止

的首3季度營業收入按年減少9.08%至952.74億元（人民幣，
下同），虧損由去年同期的54.12億元收窄至9.31億元，基本
每股虧損由0.4元減至0.07元。單計第三季度，營業收入按年
減少15.8%至291.86億元，虧損由去年同期的12.88億元收窄
至9.59億元，基本每股虧損由0.1元減至0.07元。

中石油純利倒退81% 遠遜預期
國際油價大跌 內地供過於求

中石油昨公佈，今年前三季度，面對內地經濟下
行壓力加大、油氣市場需求低迷、國際油價低

位波動等挑戰，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營業額達
13,051.05億元，同比下降25.6%，歸屬於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達306.01億元，基本每股收益0.17元，同
比下降68.1%。

平均油價每桶51.16美元
公告稱，展望第四季度，國際油價低位波動格局

難以改變，內地油氣市場總體供過於求、產銷矛盾
突出等問題無法根本緩解。若第四季度價格水平延
續低位運行，集團原油價格預期按年降幅較大，預
計今年純利按年將大幅下降。
回顧首三季，集團原油平均價格為每桶51.16美

元（其中內地價格為每桶51.49美元），比上年同
期降低48.8%；集團天然氣平均價格為每千立方英
呎6.40美元（其中內地價格為每千立方英呎7.09美
元，與上年同期持平。
油氣產量穩定增長，公司生產原油72,290萬桶，

同比增長3.3%，油氣當量產量110,450萬桶，同比

增長3.6%；海外油氣當量產量14,360萬桶，同比增
長41.2%。前三季度，勘探與生產業務面對原油價
格同比大幅下跌的不利局面，堅持降本增效，經營
利潤達465.13億元，同比下降68.1%。

煉油及化工業務扭虧
前三季度，公司共加工原油74,170萬桶，同比下
降0.6%；生產汽油、柴油和煤油6,880.2萬噸，同
比增長1.2%。前三季度，煉油與化工業務經營利潤
30.59億元，同比扭虧增利118.14億元。其中，煉
油業務經營利潤達16.61億元，同比下降35.3%；化
工業務經營利潤達13.98億元，同比扭虧增利127.2
億元。

前三季度，公司銷售汽油、柴油和煤油11,929.8
萬噸，同比增長1.5%；前三季度，受成品油價格大
幅下降、需求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銷售業務經營
虧損達9.78億元。

銷進口氣淨虧117.71億
天然氣與管道業務統籌改善內地自產氣和進口

氣兩種資源，積極的銷售策略，開拓高效高級市
場，銷售效益持續提升。前三季度，天然氣與管
道業務經營利潤達 253.84 億元，同比增長
174.9%；天然氣與管道業務銷售進口天然氣及液
化天然氣（LNG）淨虧損117.71億元，同比減虧
166.1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油價大跌，繼中海

油（0883）第三季油氣銷售收入按年下跌

32.3%後，中石油（0857）昨公佈第三季

度業績，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純利大跌

81.4%至51.95億元（人民幣，下同），

遠低於市場預期的賺109億元；基本每股

收益為0.03元。期內，營業額4,274.81億

元，按年跌 28.8%。中石油 A 股昨升

0.34%，收報8.82元；H股則升1.98%，

收報6.19港元。

■中石油預
計今年純利
按年將大幅
下降。
資料圖片

A股反覆 滬指衝3400點未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A股昨
日繼續維持盤整走勢。滬指全日寬幅震盪，盤中重
回3,400點整數關口，但尾盤迎來插水，最終3,400
點得而復失，滬綜指收報3,387點，漲幅0.36%。值
得注意的是，以特力A為代表的「妖股」再度發
威，多隻漲停。
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開展100億元（人民幣，下

同）7天期逆回購操作。據Wind數據統計，本月央
行公開市場共有3,750億元逆回購到期，央行通過7
次逆回購操作共投放資金2,750億元，實際淨回籠
資金1,000億元。

波動加劇 成交萎縮
市場人士指出，9月底以來，貨幣市場的流動性
一直較為寬裕，資金融入難度並不大，MLF操作和
「雙降」後央行已釋放出較多中長期流動性。在公
開市場操作中適量回籠部分資金，有助於熨平短期
流動性波動，無礙流動性總體充裕格局，貨幣市場
利率仍有望進一步下行。不過，即便流動性無虞，
由於連日來波動加劇，A股觀望氣氛濃厚。昨日量
能又進一步萎縮，兩市成交約7,497億元，較周三
收窄近兩成，其中滬市成交甚至不足3,000億元。
周四早盤，三大指數均小幅高開，此後窄幅波

動，滬綜指低見3,362點。午後，題材股拉升大
市，滬指一度上摸3,411點，但尾盤又再度回落。
截至收盤，滬綜指報 3,387 點，漲 12 點，或
0.36%；深成指報11,566點，漲72點，或0.63%；
創業板平收於2,485點。

「妖股」集體漲停
中證監擬對12宗操縱證券市場案件作出行政處

罰，令近期持續走強的多隻「妖股」集體暴跌。不
過短短幾日後，一眾「妖股」又恢復了元氣，昨日
再度發威。早盤特力A、潛能恒信、海欣食品率先
漲停，午後兔寶寶、洛陽玻璃、協鑫集成、上海普
天等亦緊隨其後，加入漲停大軍。
行業分類中，航天航空、化纖、汽車等漲幅居

前。備受關注的國產大飛機C919將在11月下線，
比肩波音777的大飛機C929已進入了關鍵技術的研
究階段，該機將採用國產發動機，載客超過300
人，受此激勵，航天航空股昨日漲逾2%。保險、
銀行、鋼鐵、有色金屬悉數收跌，其中保險股跌近
1%，領跌兩市。
財富證券認為，自國慶節以來，大盤持續上漲，
已進入重重壓力區，在上方套牢盤與短期獲利盤重
壓下，股指只能波動上行，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議
投資者利用波動機會，低吸新能源動力汽車、健康
中國、生態環保等主題分類龍頭個股以及低估值品
種。

■股民面對尾盤跳水的滬指忐忑不安。 中新社

比亞迪新能源車業務增長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早前發盈喜的比

亞迪（1211）昨日公佈截至今年9月底止第三季業
績，營業額按年升23.5%至169.11億元（人民幣，
下同），純利按年升51.97倍至14.95億元，而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的純利則按年升169.4%至3.36億元。

第三季多賺52倍
今年首三季，營業額按年升20.01%至484.94億

元，純利按年升4.04倍至19.61億元，扣除非經常
性損益的純利按年升2.25倍至4.88億元。比亞迪預

計，全年淨利潤升幅介乎435.2%至 481.3%，達
23.2億元至25.2億元。
公司稱，第四季度預計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銷

售將繼續維持高速增長，公共交通及專用車領域
的訂單亦將大量交付，集團新能源汽車業務將繼
續保持快速增長的發展趨勢，帶動集團利潤水平
的提升。

太陽能業務改善
在傳統汽車業務領域，受行業調整和市場增速下

滑影響，集團傳統汽車業務面臨一定壓力。由於智
能手機行業發展放緩，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預計將
維持平穩發展。太陽能業務方面，隨着行業回暖、
銷售提升和成本的進一步下降，太陽能業務盈利狀
況有所改善。
另外，比亞迪昨日公佈，有關早前建議非公開發

行不超過2.61億股新A股，在本月28日，收到中證
監發出的通知書，就其對額外A股發行提交的申請
文件反饋若干意見。比亞迪將於中證監規定的期限
內提交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何花 東莞報道）
「2015廣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昨日在東
莞開幕，海博會組委會主任、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湯
加副首相肖西．索瓦萊尼，老撾貿工部部長開瑪尼．奔
捨那等國內外近千人出席開館儀式。
海博會共吸引境內外1,394家企業參展，展位數共

2,800個，面積近7萬平米，參展和採購的境外國家和地
區數目已達71個，81家港企參展。出席幕式的香港駐粵
辦主任鄧家禧表示，香港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
金融資本市場、完善的法律體系；許多香港企業對「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熱情高，港企在科研、
設計、人才培訓等諸多方面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提供先進的服務業支持；對於亞洲鄰近國家和地區來
說，香港也是進入內地的重要樞紐。

霍啟山冀南沙對接「一帶一路」
香港廣東外商工會常務副主席、青委會主席霍啟山表
示，此次展會希望推動廣東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的聯動對接，推動沿線國家和地區參與到南沙新區
的建設。將推動香港青年更多接觸「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發掘新商機，同時也向「一帶一路」沿線客商推介
廣東自貿區南沙新區，促進更多合作。德國寶電器公司

執行董事陳嘉賢稱，公司通過不斷研發和創新提高產品
競爭力，今年內地銷售增長50%，達1.5億元人民幣，香
港本地和東南亞等國銷售達7億港元至8億港元。公司正
通過跨境電商平台拓展「一帶一路」國家市場，通過
O2O模式促進在沿線國家的銷售。在談到港企拓展「一
帶一路」市場面臨的問題時，港昌鞋業董事總經理張煒
傑表示，目前就香港工業總會統計，製造業企業在「一
帶一路」戰略中受惠程度偏低，目前更多受惠者是參與
「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的企業。未來只有在基
礎設施較成熟之後，製造業企業才能夠受惠。港商均期
望中國內地政府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能夠盡快
將合作細則實施落地，便於港商到沿線國家投資。

千四企業雲集東莞海博會

■■海博會昨日在東海博會昨日在東
莞開幕莞開幕。。 何花何花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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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
寧 廣州報道）白雲山
（0874）29日晚發佈公告
稱，為引進以色列創新生
物醫藥項目，促進公司加
速生物醫藥健康產業轉型
升級、快速發展，擬出資
1.5億元（人民幣，下同）
認購中以基金有限合夥份
額，及出資50萬元（10%
出資份額）參與設立中以
基金普通合夥人以琳創
投。
中以基金總規模為6.0606

億元，分期成立，其中首期
規模為總規模的三分之一。
白雲山認購1.5億元有限合
夥 份 額 ， 認 繳 比 例 為
24.75%，首期出資5,000萬
元。中以基金將重點投資註
冊於廣州並擁有或在中國有
獨家使用權且尚未投產的生
命科學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