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海油今年減產增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碧桂園（2007）總裁莫斌昨於傳媒
午宴中表示，未來有機會進軍香港
市場，惟現時香港地價太貴，待時
機合適會考慮開拓。他還透露，今
年集團的內部銷售目標一定會高於
去年的銷售總額，但未說明具體數
字。
對於內地的樓市走勢，新任首席
財務官伍碧君認為今年整體情況不
會有大幅波動，集團會專注提升在
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市場佔有
率，以一線周邊城市和二線城市為
重點，目前已經完成深圳、南京周

邊的佈局，未來會繼續開展北京、
上海周邊的佈局。問及是否會以超
過萬科作為今年的目標時，她笑稱
無此類計劃：「大家都是朋友。」
海外市場方面，莫斌指馬來西亞

城市森林項目的現金流已是正數，
集團有信心繼續保持升勢。目前正
在計劃進軍印度市場，因為印度人
口基數十分龐大，GDP增長速度是
全球最高，十分有利地產發展。他
補充，集團將會在德里、孟買、加
爾各答等6個城市開展地產項目，仍
處於與當地政府、企業洽談的階
段。

碧桂園擬適時拓港樓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海油

（0883）表示，預計2016年的淨產量將達到約
4.76億桶油當量，基本符合去年初定下的4.7億
桶至4.85億桶的目標。不過公司下調了2017年
的產量目標，公司昨公佈2017年度經營策略及
發展計劃，2017年全年淨產量目標為4.5億桶至
4.6億桶油當量，較2016年初公佈的4.84億桶下
調5%至7%。
雖然目標產量減少，但2017中海油的資本支

出總額約600億元至700億元。其中，勘探、開
發和生產資本化支出分別佔約18%、66%和
15%。去年公司的資本開支為低於600億元。
對於減產增開支，公司總裁兼執行董事袁光

宇昨天於記者會表示，油價近年持續下跌，行
業理性的反應是收縮支本開支，降低目標量，
以維持現金流。他說，今年公司開始增加投
資，但由產能到出現產量，它是要有過程的。
公司將保持審慎的財務政策，提升資本效率，
確保可持續發展。
對於油價走勢，中海油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楊華指，難以估計油價走勢，可能變
化因素很多，他又多次強調公司需要
有效產量和有效益產能。在低油價條
件下，冀加大有效產能及產量，中海
油立場是會想盡一切辦法降低成本，
及創造更佳效益，並強調對集團成長
潛力有信心。

減美元融資避匯率風險
被問到人民幣貶值，公司如何應對匯

兌風險時，首席財務官鍾華表示，5年前
人民幣兌美元單邊升值，公司當時盡量
留住人民幣及借美元，以維持套利空
間。從2014年開始人民幣貶值，就減低人民幣
存量及降低美元融資。
2017年的4.7億桶至4.85億桶油當量的目標產

量中，中國內地約佔65%、海外約佔35%。而
2018年和2019年公司的淨產量目標分別為4.55
億至4.65億桶油當量和4.6億至4.7億桶油當量。
另外，公司預計，2017年將有5個新項目投

產。其中，中國內地海域的蓬萊19-9油田綜合
調整項目和恩平23-1油田群已投產，另外三個
項目分別為中國內地海域的潿洲12-2油田二期
和印度尼西亞的BD氣田、加拿大的Hanging-
stone項目。目前，共有近20個項目在建。2017
年，公司計劃鑽探126口勘探井，計劃採集三
維地震數據約1.3萬平方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地今日將
公佈2016年GDP數字，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
心昨日發佈《2017年中國商業十大熱點展望》
報告，董事總經理張家敏預計，去年內地GDP
增長為6.7%，今年GDP會維持在6.7%左右；
去年內地消費將佔總GDP的73%，今年消費
佔比則會繼續上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
增長約10.2%。
報告指出，在「新零售」時代中，內地消費

者更廣泛地採用移動互聯網和其他數碼技術，
驅使更多創新的商業模式應運而生。近年，政
府頒佈了一系列支持內貿和流通業發展的重要
政策，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指導，構建創
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城市發展理
念，可在指導流通業轉型升級方面發揮至關重

要的作用。此外，智慧商業模式初現、海外併
購、智慧物流等都將成為今年內地商業市場發
展的重要趨勢。
副總裁林詩慧表示，內地消費者將擁有更大

話語權，主導市場的未來走向，移動端主導電
商市場、善用科技及大數據、充分利用社交媒
體、質量為本等方面，都是投資者需要留意的
趨勢。而內地商業將進入「新零售」時代，電
商品牌將從線上轉到線下開設實體店，「體驗
化」和「場景化」將成為零售的主流。
對於中資公司頻頻出高價進行海外併購，林

詩慧認為中資企業為謀求發展，「走出去」找
新的投資機遇，涉獵不同行業實現企業多元化
屬正常現象，香港本土一些企業就十分具備品
質的保證。

利豐料內地去年GDP增6.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華融（2799）日前全資設立華融瑞通股權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在京掛牌開業，註冊資本3億元
（人民幣，下同），將是中國華融參與實施市
場化債轉股的戰略平台。中國華融董事長賴小
民表示，未來中國華融將以華融瑞通為基金管

理人，發起設立500億元投資規模債轉股併購
重組基金。

設500億債轉股併購重組基金
賴小民表示，作為中國華融參與實施市場

化債轉股的戰略性平台機構，華融瑞通將承

擔基金募資、債轉股項目篩選、擬轉股債權
收購、債轉股項目實施及轉股後股權管理等
職責。
他還透露，中國華融已啟動並落實了一批市

場化債轉股試點項目，並積極進行項目儲備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央行上海總部日前就一些
大型比特幣平台展開調查，初查結
果發現「比特幣中國」存在超範圍
經營、違規開展配資業務、投資者
資金未實行第三方存管等問題。有
消息指，比特幣中國首席執行官李
啟元稱尚未收到央行發出的任何正

式文件，但上周起便已經關停了槓
桿配資業務，另兩個大型比特幣平
台「火幣網」和「幣行網」都關停
了槓桿配資業務。
所謂比特幣配資，是指比特幣投資

者在自有資金不充裕的情況下向平台
申請槓桿，最高槓桿為5倍，而平台
收取千分之一配資費用作為利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央行在公開市場持續釋放
流動性，但近來A股節前效應明
顯，交投萎靡，走勢不振。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101點，跌11點或

0.38%；深成指報9,768點，跌36點
或0.37%；創業板指報1,844點，跌
1點或0.09%。兩市量能嚴重萎縮，
共成交 2,979 億元（人民幣，下
同）。

盤面上，多數板塊下跌，僅農
藥獸藥、醫療、公用事業、軟件
服務、銀行、有色金屬、券商等
板塊微漲，電信運營板塊領跌兩
市，中國聯通重挫超5%，貴金
屬、保險、鋼鐵、石油等行業板
塊亦跌幅居前。
樂視網臨時停牌，原因是「公

共傳媒出現關於樂視網的信息，
可能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
大影響」。前日有傳華為內部通
報，華為消費者終端業務的六名
前中高層領導帶了內部資料到樂
視、酷派。之後樂視發佈聲明稱
消息純屬造謠構陷。

滬指險守3100點

華融瑞通股權投資管理公司開業

大型比特幣平台停止槓桿配資

■左起：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董事總經理張
家敏、副總裁林詩慧、研究經理梁詠璣。

記者周曉菁 攝

■■左起左起：：中海油首席財務官鍾華中海油首席財務官鍾華、、董事長兼董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楊華首席執行官楊華、、總裁兼執行董事袁光宇總裁兼執行董事袁光宇。。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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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新房售價不得高於周邊房價
匯豐恒生新年推e利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匯豐
和恒生（0011）昨宣佈在其P2P支付服務
「匯豐轉賬易」或「恒生轉賬易」內新增
e利是功能，客戶可在農曆新年期間透過
電子渠道向匯豐或恒生網上理財客戶的親
友派發利是。
所有已登記該行P2P支付服務的用戶，
即可由昨日至2月15日期間派發e利是。
付款人可自訂利是金額，並可選擇祝賀訊
息，每次最多可派發利是給18位親友。
整個過程只需透過手機號碼進行，手續費
全免。成功派發利是後，付款人將收到短
訊及電郵通知，收款人亦會同時收到附有
祝賀訊息的短訊通知。匯豐香港區零售銀
行及財富管理業務主管欣格雷表示，e利
是作為流動應用程式中的新功能，為客戶
提供便利，客戶不僅毋須兌換新鈔或使用
利是封，更有助支持環保。

東亞工銀新春前延長營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東亞
銀行昨宣佈，為方便客戶在農曆新年假期
前使用分行服務，安排15間指定分行於
本月25日及26日延長服務時間，由上午
9時起至下午6時，包括總行、香港仔、
銅鑼灣、鰂魚涌、灣仔、馬頭圍道、創紀
之城五期、旺角、尖沙咀、粉嶺、新都城
中心、沙田廣場、荃灣沙咀道、屯門、元
朗分行。另外工銀亞洲宣佈，將於本月
25及26日延長4間分行營業時間，由上
午9時至下午6時，包括中環、旺角、沙
田和沙咀道分行。

富衛5年5億發展保險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 富衛香港昨透露，計劃
於未來5年投資約5億元，發展保險科技
（InsurTech），投資額較過去3年增加5
倍。富衛香港及澳門行政總裁兼大中華區
行政副總裁黃大偉稱，在保險科技領域將
專注發展三大範疇，包括流動服務、物聯
網（IoT）和大數據分析。會上並介紹一
系列創新的應用程式及電子服務，為大眾
創造保險新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昨公佈

《商品住宅和商務公寓預、現售管理操作細則》（《細則》），要求做

好商品住房和商務公寓現售價格指導、建立商品住房和商務公寓預售審

批預審查制度。此舉意味着以前開發商打擦邊球的商業公寓也受到政府

的管控，房價也受到政府的嚴格管理。專家表示，該政策將導致市場觀

望加劇，成交活躍度下降，深圳新房價格2017年全年有可能下跌5%至

10%。

據《細則》指出，將建立商品住房和商
務公寓預售審批預審查制度，需對擬

申請辦理預售的商品住房和商務公寓項目
資料進行前期審查，對項目的申報價格進
行合理指導。相關規定指，擬申請預售項
目屬首次申請預售的，其戶型（按建築面
積小於90平米、90平米至144平米及大於
144平米三種類型計）申報均價不得明顯高
於周邊同類同戶型在售項目的銷售均價。
周邊無同類在售項目參考的，可參照周邊
同類二手房價格；擬申請預售項目屬分期
開發再次申請預售的，其戶型申報均價不
得高於本項目前一期實際銷售價格，如前

一期銷售的項目無同類戶型或價格明顯低
於當前市場平均價格的，可參照周邊同類
同戶型在售項目的銷售均價，並將完善預
售價格備案和備案變更制度。下調備案價
格也需有度有節奏開展，不得短期內大幅
度下調，防止房價大起大落。

專家料今年樓價或跌一成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

心主任宋丁表示，此次新政顯然是去年
「10．4」新政的延續，為了抑制暴漲的房
價和緊跟中央統一安排，以及迎接「十九
大」的召開，一方面是堵住開發商打商務

公寓擦邊球的漏洞，將其納入限購限貸的
約束。另一方面是限制新房價格上漲，以
穩定市場。
估計深圳樓市活躍度將大幅降低，幾個

月後一些開發商會因資金壓力撐不住降
價。他預計今年深圳新房平均每平米5萬
元（人民幣，下同）至5.5萬元的價格將會

下跌5%至10%，跌至4.5萬元至5萬元。
18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深圳房
價已經連續3個月出現下跌。有業內分析
人士表示，包括皇崗口岸、羅湖和深圳灣
等周邊有大量港人置業和投資，房價下跌
和人民幣貶值將給港人帶來雙重打擊，今
年可能會出現港人拋售物業潮。

■深圳房價
料持續出現
調整。圖為
深圳坪山一
樓盤的銷售
現場。
李昌鴻 攝

東瀛遊新春團逾九成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東
瀛遊（6882）執行董事禤國全昨於
記者會上表示，去年日圓持續強勢
令公司的盈利受到蠶食，對於今年
日圓走勢不作預測，但公司不會進
行對沖，因做法等同「炒外匯」。
他又透露，目前距離新春只剩下約
一星期，農曆新年團逾 90%已額
滿，當中以日本及韓國團最受歡
迎。

大阪建酒店 料年底啟用
禤國全表示，近期日圓錄得3個月

跌幅，前往日本自由行人數與需求

大增，但日本團費上升了 5%至
8%，主要是受當地設施費用上升所
致。他指出，公司於大阪投資興建
的酒店於去年9月開始動工，料今年
12月可正式投入營運，酒店為14
層，具358間客房，投資額約4億港
元。他認為這是一項很好的投資，
因為酒店地點佳，且融資成本相當
低，僅 1.19 厘，回報率料達雙位
數。
禤國全表示，去年港人外遊人數

持續上升，升幅達3.8%，預計今年
或會較去年輕微上升。其中，港人
遊日的人數增幅達20.7%，韓國亦有

24.2%增長，其次是台灣，升幅為
6.5%，相信今年日韓兩地繼續有雙
位數升幅。受恐襲影響，西歐的旅
遊人數將會受挫，東歐、西班牙和
葡萄牙則會上升。
他又稱，公司將推出更多主題旅

遊團，分尊貴、皇牌及經濟3等級，
當中經濟級希望能吸納更多自由行
的客人。公司亦會投資百萬建立一
站式自由行手機預訂程式，預訂機
票及酒店等旅遊產品及服務。另
外，人民幣下跌令內地短線遊的查
詢踴躍，但受霧霾影響，長線旅行
團較淡靜，團費亦稍微下跌。

■ 禤 國 全
指，近期前
往日本自由
行 人 數 大
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