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珂萊蒂爾營業額料保20%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內地中高

端女裝品牌的珂萊蒂爾(3709)執行董事兼首
席財務官鄧仕剛昨天表示，去年受人民幣匯
價波動，以及股市大跌影響，公司下半年業
績未及上半年，但整體仍然有超過20%升
幅，主因開店計劃理想，整體同店銷售去年
有6%至8%增長，而今年首季同店銷售同比
亦有高單位數增長，營業額亦錄得雙位數增
幅，他期望，今年營業額仍能保持約20%增
長。
對於今年零售市道表現，集團主席兼首席

執行官金明表示，今年零售業經營有困難，
但認為雖然有困難，但有危亦有機，因經濟
不景氣，競爭對手投入減少，而集團剛上
市，投入可較大膽，儘管如此，集團亦會減
慢開店步伐，今年只會估計開店50間至60
間。

中石化：油價50美元才有得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楚倩） 近日國際油價再度下滑，

中石化（0386）董事長王玉普於業績會上表示，沒有人能

預測油價走勢，油價跌至每桶30美元或40美元，已經低

於邊際成本，油價達到50美元，部分油田才錄得盈利。油

價始終不會持續這麼低、但受制於供應多於需求，而且個

別油田產能並未釋放，較難預測油價走勢，只期望透過進

一步減省成本走過低油價期。

王玉普重申，若要所有油田實現盈
利，則要油價升至每桶60美元。上

月中石化宣佈關閉4個油田，主要考慮持
續低油價故將低效能的油田關閉，他未回
應未來會否再關閉油田。

川渝實現天然氣翻一番
中石化「十三五」期間將全力推進天然
氣業務，於四川和重慶地區實現天然氣產
量翻一番，達到300億立方米/年。預計
到2020年，公司境內年產天然氣產量達
到400億立方米，供氣規模達到530億立
方米/年，建成川渝等一批清潔能源和資
源戰略基地。
據王玉普介紹，在400億立方米/年的

產量之中，290億立方米來自常規天然
氣，頁岩氣和煤層氣分別佔100億立方米
和5億立方米。
該公司2016年計劃天然氣生產8,650億

立方英尺(約 245億立方米)，按年增加
18%。並力爭川氣東送管道的增壓改造提
早於今年第三季完成，以應冬季需求，屆
時管道輸送量將增至130億-140億立方

米。在川氣東送方面，目前四川生產130
億立方米，扣除當地銷售的30億立方米
後，其他通過川氣東送銷售。

56%派息率歷來最高
中石化總裁李春光指出，公司去年56%

的派息率為歷來最高，在低油價下仍回饋
股東。至於今年可否維持如此派息率，他
稱不能作出承諾。
被問到母公司會否趁油價低將海外資產

注入上市公司，李春光稱在研究海外資產
收購的方案，但暫時未達到上市公司的門
檻，財務總監溫冬芬補充，主要是項目資
金流方面未達到門檻。

業績勝預期大行紛唱好
中石化去年純利按年雖倒退30.2%，但

勝市場預期，大行紛紛出報告唱好。當中
瑞銀及摩通分別給予7.6元及7.5元的目標
價。美銀美林指，中石化業績勝預期，且
派息有驚喜，受惠強勁的煉油業務及市場
推廣表現，抵消原油開採的損失。中石化
H股昨收報4.99元，全日升5.72%。

■中石化董事長王玉普(中)表示，油價跌至
每桶30美元或40美元，已經低於邊際成
本，油價達到50美元，部分油田才錄得盈
利。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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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對中石化

最新目標價
券商

瑞銀

摩通

中銀國際

大摩

美林

花旗
註：中石化昨收4.99元， 升5.72%

投資評級

買入

增持

買入

增持

買入

中性

目標價

7.6元

7.5元

6.36元

5.18元

5元

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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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海油田(2883)首
席執行官兼總裁李勇在記者會上表
示，仍在與挪威StatoilSTL.OL商談
作業合同事宜，公司方面希望在合同
終止的情況下能夠獲得相應補償。至
於Innovator，待合同終止的相關法律
手續辦完以後，中海油田將另找新的
合同，公司董事長劉健說，要另外找
高價的合同很難，但低價的還是可以
找到的。
至於其他合同是否有被終止的風

險？李勇稱很難預測其他客戶的行
為，因為市場不景。
但他指最近市場有點恢復，現在

是選服務最有力量、談價格最合適
的時機。公司最近在俄羅斯的合同
開始啟動，價格也不錯，公司已採
取措施例如以投保方式規避付款和
匯率風險。

擬境內發公司債不逾百億
公司同時公佈擬在境內發行不超過

100億元人民幣公司債，期限不超過
15年，首期發行規模最多50億元人民
幣。首席財務官李飛龍稱，發債主要
為償還部分於近 1年至 2年到期債
務，並改善債務結構，因目前美元債
佔比達95%，與現金流不太匹配。另
外，他稱今年的資本開支壓縮40%以
上至35億至45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聯想控股（3396）昨
公佈上市後首份全年業績，受惠期內財務
投資收益大增，公司去年度總收入
3,098.26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
7.03%，淨利46.59億元，按年增12%，
勝過市場預期。每股盈利2.14元，擬派發

末期股息每股0.22元。聯想控股昨收報
20.45港元，升1.74%。
聯想控股主要盈利來源為戰略投資和財

務投資，前者2015年盈利大減61%，主
要受聯想集團（0992）虧損拖累；而包括
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在內的財

務投資期內盈利大增1.2倍至41.27億元。
公司表示，公司去年把握住資本市場

行情的變化，於聯營基金投資及少數股
權投資的收益增加，包括投資企業公允
價值變動及項目退出收益，令到財務投
資收益大增。

聯想控股多賺12%勝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本港下月
開始有新免費電視台Viu TV出爐，同屬電
訊盈科(0008)旗下的收費電視now TV亦積
極推出第二季節目，並成為全港首間獲得
Netflix播放權的電視台。電訊盈科收費電視
首席副總裁譚樂琼昨於傳媒午宴表示，now
TV並非Netflix的獨家合作方，相信與其的
合作會在4月至5月期間落實，客戶將可以
使用機頂盒收看Netflix的節目。

客戶須更換新機頂盒
譚樂琼指，屆時客戶要換新的機頂盒才能
收看Netflix節目，公司暫時有意為客戶更換
「All in one」機頂盒，當中除了包括now

TV多條頻道的內容及Netflix的節目外，亦
可觀看Viu TV。她又稱，現時共有130萬
用戶使用now TV的機頂盒。
至於電視廣播(0511)近日推出OTT服務
「my TV Super」，譚樂琼就表示，公司與
TVB以及其他內容供應商一直保持合作關
係，而在市場競爭下，去年亦已經將月費計
劃重新定位，讓客戶使用原有價錢觀看多兩
至三成的節目內容。
now TV昨公佈第二季節目內容，今年除

了再度成為於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大會指定
廣播機構，全程直播 71場比賽外，更獲獨
家播放2016美洲國家盃，將會以高清直播
全部32場賽事。

now TV下月可睇Netflix節目

■電訊盈科
收費電視首
席副總裁譚
樂琼昨公佈
第二季節目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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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兗州煤業(1171)受經濟放緩
及煤價低迷影響，公司去年盈利大跌79%，
至僅1.64億元人民幣。公司董事長李希勇昨
天表示，公司擬通過裁員來削減成本、以及
提升生產力，計劃今年減員6,000人。
他說，集團目前沒有煤炭出口計劃，煤炭

是否出口要視價格而定。他指，現時市場需
求產生變化，煤炭價格已處於低位並開始反
彈，相信未來會回升。他承認，內地環保政

策政策對公司會構成壓力，但會盡力回應政
策要求。
談及旗下子公司兗煤澳洲發境外債，李希

勇指，由於澳洲業務需要資金支持，加上美
元兌澳元匯率偏強，故作出發境外債的決
定。浙商銀行(2016)昨日於主板掛牌，兗煤
為該行基石投資者，李希勇稱，浙商行資產
狀況良好，看好該銀行發展，不重視股份首
日上市表現。

兗煤今年擬裁員6000人

中海油首破1億噸油當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洪嘯北京報道）中

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昨日發佈的2015年可持續發
展報告中披露，2015年全年生產原油7,970萬
噸，天然氣251億立方米。其中，海外原油產
量3,197萬噸，天然氣產量108億立方米，這是
中海油油氣總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油當量，創
歷史新高。中海油認為，2016年油氣行業依然
低迷。

樂視夥TCL推第4代超級電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吳婉
玲）樂視昨分別在北京和香港舉行發佈
會。在北京，樂視宣佈與TCL集團聯合
推出互聯網HDR曲面4K生態電視——
第4代超級電視，TCL將向樂視提供120
萬台樂視超級電視的製造保障和50萬塊
面板保障，樂視則向TCL共享生態內容
及雲平台能力。
雙方還將共建會員體系，打造中國最
大的智能大屏廣告平台，預計今年將帶
來5,000萬元人民幣的廣告收益。此外，
樂視超級電視也將全面搭載TCL全球
播。

樂視致新總裁梁軍發佈會上表示，4
月14日500台超4×55 Curved工程紀念
版將在樂視商城首發，價格3,999元人
民幣。5月 17日，超4×65 Curved/超
4×55 Curved量產現貨將在樂視商城和
LePar同步發售。
TCL多媒體副總裁梁鐵航稱，今年

TCL將提供120萬台樂視超級電視製造
保障以及50萬面板供應保障。而樂視將
向TCL共享自身在互聯網生態內容及雲
平台的能力，包括10萬集電視劇、5000
部電影，樂視影業、花兒影視、樂視體
育以及樂視雲基於覆蓋全球60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680個CDN節點、20Tbps出口
帶寬，讓用戶能在家享受豐富的互聯網
內容和出色的觀看體驗。

在港推生態補貼硬件計劃
在香港，樂視推出生態補貼硬件計

劃，客戶只要選購一年的超級影視會
員，購買公司旗下產品時可以獲扣減600
元，包括電視及手機。亞太區執行總裁
莫翠天表示，「香港正式進入硬件免費
時代」，客戶只要簽訂年費990元的超級
影視會員滿14年，就可獲得價值7,999港
元的超級電視X65。他表示，去年超級電
視全球銷量超過300萬部，今年全球銷售
目標為640萬部。而超級手機去年售逾
400萬部，今年冀可售2,000萬部。
另外，樂視昨亦宣佈全球最大的120

吋，4K全高清3D電視uMax120，本港
是內地以外首個發佈地區。莫翠天透
露，該部電視價格為799,999元，又指申
請購買後，仍需要工程師到安裝地點作
實地考察，因為電視除了面積大外，亦
重達500磅，所以要由專人判斷是否合適
安裝。

■樂視亞太區執
行總裁莫翠天表
示，「香港正式
進入硬件免費時
代」。

吳婉玲 攝

順泰戰略發展雲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順泰控
股（1335）近年大力發展雲端平台業
務，公司昨日與合作方簽署全國分佈式
雲平台業務協議。集團董事長郭玉民表
示，看好未來雲端應用與服務的龐大發
展潛力，開拓雲業務視為集團未來發展
的戰略核心。集團計劃在未來3年至5
年，投資300個至500個雲平台。

購雲技術拓闊收入基礎
順泰早前公佈，有條件向獨立第三方
購買目標公司Treasure Cloud Limited，
代價逾2.36億元，將視乎收益保證分批
通過向賣方（或其代名人）發行可換股
債券的方式結算。債券的初步換股價為
0.72元，較公佈的17日收市價0.89元折
讓19.1%；倘悉數行使，公司將發行最多
3.28 億股，相當於擴大後已發行股本
14.04%。
完成時目標集團已經過重組而擁有15個
雲平台，及已與廣和慧雲簽訂雲平台營運
協議列明雲平台經營產生的收入分派。順

泰控股認為收購事項令集團進軍雲技術行
業及拓闊其收入基礎。
內地「十三五」規劃着重「互聯

網＋」發展，今年1月國務院已發佈《關
於促進雲計算創新發展培育資訊產業新
業態的意見》，有望推動雲計算技術及
相關產業升級。

市場估計，隨着雲端運算「十三五」規
劃的進一步落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將進入
爆發式成長的黃金時期。由於雲端運算產
業目前在內地尚處於產業發展的初期階
段，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持，相信未來將
會有更多的資金透過資本市場，為雲端運
算產業打開更廣闊的發展大門。

■順泰控
股雲平台
戰略合作
發佈會。
張偉民 攝

■左起：珂萊蒂爾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鄧仕剛、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金明、董事會
秘書吳惠明。 黃萃華攝

「十三五」全力推進天然氣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