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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海油（0883）昨公佈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錄得

股東利潤6.37億元（人民幣，下同），按

年大跌96.85%，但扭轉了上半年虧損情

況，好於市場預期。每股基本盈利0.01

元。派末期息0.23港元。公司在進一步削

減資本支出的情況下，全年完成油氣淨產

量4.77億桶油當量，完成了年初設定的油

氣產量目標。

中海油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華表示，未來公司
將繼續堅持價值引領，提升油氣主業務核心競

爭力，以保證公司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按公司去
年上半年凈虧損77.4億元計，下半年實現利潤接近
84億元。

實現油價每桶41.4美元
業績報告披露，去年公司平均實現油價為41.40美
元/桶，同比下降19.3%；平均實現天然氣價為5.46
美元/千立方英尺，同比下降14.6%。油氣銷售收入
同比下降17.2%，至1,213億元。面對不可控制的油
價走勢，公司一直把提質增效作為應對行業周期的
關鍵，2016年桶油主要成本為34.67美元/桶油當
量，同比下降12.9%。實現淨利潤為6.37億元。
期內，公司資本支出為 490 億元，同比下降
26.3%。中海油總裁袁光宇昨於業績會上表示，今年
公司希望採取相對較進取方式運營，全年的資本開
支預算為650億至700億元。
他承認，今年資本開支預算水平已恢復至2015年
水平，但強調由於過去數年都實施降本增效措施，
故相信同樣水平的資本開支可獲得更多工作量，亦
會增加勘探次數等。
報告披露，2016年公司共獲得14個商業發現，成

功評價25個含油氣構造。中國海域自營勘探新發現

油氣儲量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新區新領域勘探方
面也有新的突破；海外多個大型優質項目進展順
利。雖然受低油價影響，公司剔除經濟修正的儲量
替代率依然達到145%。截至2016年底，公司淨證
實儲量達38.8億桶油當量。此外，公司計劃於2016
年投產的4個新項目，墾利10-4油田、番禺11-5油
田、潿洲6-9/6-10油田綜合調整和恩平18-1油田均
於年內陸續投產。

料今年行業有改善
對於未來油價預測，首席執行官楊華表示：「過
去看不明，往後都看不明」，但觀乎今年首2月的
情況，相信油價情況會較去年好。袁光宇則認為，
雖然今年首2月油價表現較好，但對油價不能麻木
樂觀，預計今年行業經營情況會有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平保（2318）2016
年度派息按年增加41.5%至0.75元（人民幣，下同），
股息支付率比去年增加4.1個百分點至22%，派息比例
創五年新高，首席財務官姚波昨在業績發佈會上表示，
公司的利潤穩步增長，目前保險償付能力、平安銀行
資本充足率相對充分，管理層對未來盈利和股息派發
增長充滿信心，故希望未來保持這個派息比率，甚至
可以提升，以提升股東現金回報。

萬能險久期超過11年
中保監加強對保險業的監管，打擊險資舉牌活
動。總經理任匯川認為，保監提出的「保險姓保、
保監姓監」，對行業整體發展有利。他指投資是為
負債服務，會做好負債和資產的匹配。平保的壽險
新業務價值中來自與投資有關的利差僅為34%，大
部分是來自與理賠率有關的死差和與費用率有關的
費差，而他們的投資和風險防控都以穩健和長期為
原則，故他認為保監會的政策要求會對平保有利。

中保監去年底起暫停多間保險公司的萬能險銷售，
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祥表示，平保萬能險的久期
超過11年，「完全符合保險性的理念」。他說平保自
2004年已引入萬能險，在各方面保障中都是高水平，
未來會繼續按照「保險姓保」的方針營運。
對於資產配置，任匯川指會跟據利率變化調整，
如在降息周期內提前配置良好的固定收益產品，亦
會按國家經濟戰略相關作行業配置，例如與「一帶
一路」相關的基建項目。他又指，去年已通過滬港
通和深港通增持港股，約增加2至3個百分點，並會
繼續留意。上月平安不動產夥拍路勁基建（1098）
投得港鐵（0066）黃竹坑站住宅項目，任匯川指是
資產配置的一部分。

今年投資策略輕微調整
去年平保實現保險資金的淨投資收益1,050.3億元，

同比增長23.9%，淨投資收益率為6.0%，較2015年提
高0.2個百分點。首席投資官陳德賢表示，今年投資策
略會作輕微調整對於大類資產配置。據悉，公司高層
在分析師會議上指出，目前國內利率仍在上行，對於
存量和新增的債券投資較為有利。
去年平保旗下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陸金所控股完成

了對普惠金融業務和重金所業務重組，市場一直關
注陸金所分拆上市的安排，首席運營官兼首席信息
執行官陳心穎表示現時正在準備，暫未有確實時
間，對上市計劃持開放態度。此外，平保去年宣佈
將分拆平安證券來港上市，姚波表示正在準備有關
安排，對於會否分拆其他業務，他稱對「可以價值
提升的工作，都會考慮。」

平保：未來或增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 南方航空（1055）昨停牌，停牌公
告稱，因為內幕消息未公告。彭博昨日則報道，美
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正就入股南航事宜進一

步談判。報道說，美國航空擬出資約2億美元入
股，完成後可派一名人員進入董事會，但不設投票
權。南航昨停牌前報5.45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
中國人壽（2628）昨公佈去年度業
績，股東應佔淨利潤為191.27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
44.9%，主要原因是總投資收益下降
以及傳統險準備金折現率假設更新
的影響。每股基本收益為0.66元，
按年減少45.9%。派息0.24元，比上
年度減少0.18元。
國壽去年總保費收入4,304.98億

元，同比增長18.3%，其中首年期交
保費為 939.45 億元，同比增長
51.8%，增速創歷史新高，短期險保
費為400.60億元，同比增長23.7%；
續期保費為2,235.02 億元，同比增
長16.6%。

太平去年少賺24%
中國太平（0966）同日公佈業

績，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為47.74億港

元，同比下跌24.7%，每股盈利為
1.258港元，同比跌29.44%。末期息
0.1港元，2015年度無派息。
中國太平去年總保費為1,493億港

元，同比增長7.8%；壽險新業務價
值91.15億港元，同比增長28.8%。
股東應佔每股總內含價值 28.5 港
元，較 2015 年末的 27.3 港元增長
4.6%，當中太平人壽內含價值較
2015年末增長5.3%。

投資收益降 國壽少賺44.9%

南航傳獲美國航空入股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SOHO 中 國
（0410）董事長潘石屹表示，公司早
前取消原本談妥的出售虹口SOHO公
司的交易，原本計劃套現後匯到境外
或作派息等，但因內地現時有外匯管
制，資金難以出境作海外投資而取
消。他認為考慮持有人民幣不如考慮
持有物業，公司因應內地外匯管制亦
會放緩出售物業步伐。目前內地資金
充裕但缺乏資產出售，集團期望找尋
更佳出售物業條件。
潘石屹指，去年人民幣貶值約一

成，但由於集團為應對人民幣貶值

風險，已償還逾百億元（人民幣，
下同）外債，可避免不同貨幣的收
入支出結算產生的外匯風險。

共享辦公室未落實上市
旗下SOHO 3Q是北京和上海最
大的共享辦公室，提供超過1.6萬個
座位，截至 2016年底出租率達到
85%。他認為，共享辦公室在內地剛
剛興起，是新興行業，但只要集團
跟着市場潮流走就不會出現問題。
他又指，未有共享辦公室業務分拆
上市的時間表，待業務發展更趨成

熟時再議。
公司昨公佈，2016年股東應佔溢
利9.1億元，同比升69.3%，每股基
本盈利17.5分，派特別息34.6分。
加上中期息，全年共派每股0.536
元，股息率14%。
期內營業額上升58%至 15.77 億

元，其中租金收入上升44%至15.11
億元，毛利率上升 5個百分點至
79%。集團項目現時整體出租率達
96%。集團財務總監唐正茂稱，成熟
物業保持滿租，料租金收入可持續
增長。

SOHO中國：放緩海外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華潤電力（0836）
公佈，2016年股東應佔溢利77.08億
港元，同比跌23.11%，每股基本盈
利1.62港元，派末期息75港仙。儘
管盈利下降，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
股息每股0.75港元，全年派息0.875
港元，較2015年的0.85元多。
公司表示，除受去年下半年煤炭

去產能、控產量影響電煤價格急劇

上漲以及燃煤電廠標杆上網電價下
調的拖累，去年為報廢及即將關停
的電力項目計提商譽減值，以及計
劃於2017年至2020年陸續關停的煤
炭資產相關損失影響，亦導致集團
權益淨利潤減少10.82億港元。

今年電煤價格料平穩
華潤電力預計，2017年電煤價格較

去年底有所回落，並保持平穩。公司
計劃對附屬電廠六台權益裝機容量共
1,581兆瓦燃煤機組實施超低排放的改
造，沒有新的燃煤機組投產，但會有
兩個熱電聯產項目開工及繼續開發及
建設風電場、光伏電站及水力發電項
目，全年資本開支約156億元，少於
2015年及2016年的173億元和169億
元。

受累煤炭關停 潤電少賺23%

香港文匯報訊 中遠海運國際（0517）昨公佈2016
年全年業績，期內錄得股東應佔溢利2.37億港元，同
比跌29.35%，每股基本盈利15.47港仙，派末期息
5.5港仙。公司宣佈，為慶祝公司上市20周年，董事
會建議派發特別股息每股5港仙，連同已派發的中期
息每股4港仙，全年派息合計14.5港仙。
公司表示，2016年世界經濟繼續深度調整、國際
貿易增速持續低迷，集團積極應對市場變化，開源節
流，努力爭取利潤最大化，年內在應收款回收工作上
取得了明顯成效，經營性現金淨流入連續第二年達到
4億港元。至去年底，中遠海運國際手持淨現金達67
億港元或每股4.34港元，為未來重大收購項目和拓展
現有業務提供強大的資金支持。

擬拓船舶管理等業務
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和中國海運集團兩家大型央企去

年完成重組，中遠海運國際董事總經理劉剛昨表示，
重組之後，公司於母企中遠海運集團內的定位是航運
服務。除現有業務以外，亦會研究船舶管理、物料供
應等發展可能性，而整合系內相關業務入公司需要時
間。主席葉偉龍指出，母企會全力支持中遠海運國
際，目前系內的工業製造、碼頭、航運已完成重組，
金融等業務整合尚在推進。
公司去年塗料生產及銷售業務稅前溢利同比跌

61%，劉剛表示，主要由於去年市場新造貨櫃減少，
貨櫃價格亦下滑，影響了有關業務。隨着今年航運業
復甦，貨櫃價格已回升，塗料業務會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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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下半年扭虧超預期
全年賺6.37億 淨產4.7億桶油當量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晨 珠
海報道）申萬宏源債券研究團隊23
日發佈的「2017年春季匯率與貨幣
政策展望報告」預計，2017年中國
國際收支結構將持續改善，資金流
出壓力將大幅減弱，至年末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或達6.9至7。此外，今
年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將錨定「穩增
長」、「穩物價」、「去槓桿與防

風險」等多重目標，基於上述目
標，目前尚不能確認中國具備升息
的條件。
申萬宏源債券首席分析師孟祥娟

在「申萬宏源50系列和銀行委外論
壇」上指出，在內地資本尚未實現
完全自由流動，且對資金外流監管
趨嚴背景下，二季度貨幣政策將以
國內為主，「目前看不到政策大幅

收緊的跡象」。
孟祥娟又續稱，中美利差、人民

幣匯率均不是制約中國貨幣政策
的更本因素，金融「去槓桿」的
目標是將各資管全部納入監管並
實現規範運作，「今年資金成本
將在去年基礎上小幅上行，預計
資金面將隨基本面波動，且波幅
明顯擴大」。

申宏：中國不具升息條件

中海油運營數據
2016年 同比變幅

油氣銷售收入 1,213.25億元 (17.2%)

■石油液體 1,064.48億元 (17.4%)

■天然氣 148.77億元 (15.8%)

銷量 4.58億桶油當量 (4.5%)

石油液體 3.88億桶 (4.1%)

天然氣 4,100億立方英尺 (7.5%)

淨產量 4.77億桶油當量 (3.8%)

■中國 3.11億桶油當量 (3.8%)

■海外 1.66億桶油當量 (3.8%)

■■左起左起：：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祥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祥、、首席運首席運
營官兼首席信息執行官陳心穎營官兼首席信息執行官陳心穎、、總經理任匯總經理任匯
川川、、首席財務官姚波首席財務官姚波。。 歐陽偉昉歐陽偉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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