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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年賺525億 4年最省鏡

公司全年業績表現不俗，惟去
年銷售進口氣虧損擴大至

249.07億元。副總裁凌霄於業績會
上解釋，進口量按年大增157億方
至729億方，公司已經採取多項措
施控制虧損，但進口天然氣成本
大增，在第四季度錄得虧損，公
司會通過與中亞、中東等地區的
價格談判，增加風險管控等，控
制進口天然氣業務的虧損。

支持配合油氣管道改革
周二中央已正式審議通過《關
於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
干意見》，此舉意味着國家油氣
管道公司將正式成立，未來內地
油氣公司將會實現管道和銷售分
開。市場普遍擔心掌握最多管道
的「三桶油」，拆分業務後未來
發展將受限。凌霄對此回應稱，
一直以來支持和配合油氣管道的
改革，改革將按照市場化原則，
強調「公司不會吃虧」。他相信
改革為油氣行業創造了更好的前
景，會集中力度加大油氣勘探開
發的力度，夯實上游資源的基
礎。
四川榮縣上月曾發生多次地震，
有分析質疑係頁岩油層開採導致。總
裁侯啟軍引用美國開採頁岩油氣的例
子，稱現階段無證據表明頁岩氣開採
和地震有關係，科學界亦證明人類活
動不會引發天然構造的地震，希望能
穩定民心。

他透露，其他地區頁岩氣仍在
開發中，會在專家指導下進一步
優化部署，減少對人口密集區、
高風險地區的作業風險，有序推
進頁岩氣開發。

看好頁岩油氣開採潛力
侯啟軍續指，美國近10年努力

開採頁岩油氣，重奪全球原油產
量第一大國，頁岩油氣的產量在
總產量中已佔據主導地位。
他指，內地開採頁岩油層的歷

史較短，但其實儲量十分豐富，
長遠來看頁岩油氣將是內地石油
開採最具潛力的方向之一。
各板塊業務表現方面，期內勘探
與生產板塊錄得營業額6,587.12億
元，按年增長30.3%，主要由於油氣
價格上升、天然氣銷量增加影響。平
均實現原油價格按年增長34.8%至每
桶68.28美元。經營利潤735.19億
元，按年增加3.75倍。

油氣價升 經營利潤增3.7倍
煉油與化工板塊實現營業額

8,741.25億元，按年升23.5%，經
營利潤427.56億元，按年升7%。
天然氣與管道板塊實現營業額
3,626.26億元，同比增長22.6%，
主要原因是天然氣銷量增加；經
營利潤 255.15 億元，按年增長
62.6%。銷售板塊實現營業額
20,031億元，同比增長20.6%，盈
轉虧至64.5億元。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周 曉 菁 ） 石 油 股 陸 續 放

榜，中石油（0857）昨公佈 2018 年業績，期內營

業 額 按 年 增 長 16.8% 至 23,535.88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潤勁增 130.7%至

525.91 億 元 ，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0.29 元 ， 交 出 近 4 年

來 最 好 成 績 。 派 末 期 息 0.09 元 ， 連 特 別 股 息

0.02729 元，全年共派 0.1788 元，派息率 62.2%，

總派息達 327.24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 中
海油（0883）同於昨日公佈業績，去
年公司營業額按年增長 21.8%至
2,269.63億元（人民幣，下同），受
惠於油價持續上升，股東應佔利潤增
長113.5%至526.88億元，每股盈利
1.18元，派末期股息0.4港元。董事
長楊華於業績會上表示，會穩步推進
油氣增儲上產，大力發展天然氣業
務，繼續積極探索海上風電等可再生
清潔能源發展。
期內，公司實現淨產量475百萬桶
油當量，同比上升1.0%；石油液體
銷售收入增22.7%至1,659.39億元，
主要源於國際油價上升的影響；天然
氣收入同比升19.8%至199.33億元，
主要是內地天然氣需求增長帶來高氣
價的氣田產能逐漸釋放，同時拉高整
體氣價和銷量。

爭取明年日產量200萬桶
去年中海油桶油主要成本進一步下

降至30.39美元，總裁徐可強稱無法
控制油價走勢，但公司會努力控制好
成本，以發揮成本優勢，不過他坦言
成本可以無限下降的可能性很小。油
價回暖及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會為成
本帶來壓力，但公司會繼續採取各項
措施控制成本。
首席執行官袁光宇透露，現時中海

油海外產量佔比為35%，並持續保持
上升趨勢，油氣儲量佔比高達一半。他強調，
公司堅持雙向發力，運用國內國外業務並舉策
略，爭取2020年達到每天200萬桶產量的目
標。

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不大
國家將正式全面推動油氣管網改革，有指中

海油獲益最大。楊華指出，油氣管道改革可使
油氣行業效益提高，對行業而言是好事，但目
前未看到改革的具體方案，需待了解後才可作
討論。
提及中美貿易摩擦，楊華表示，中海油對外

合作將近40年，一直非常愉快，如果說中美
貿易摩擦沒有影響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來看
影響並不大，希望雙方好好商量，最後會有好
結果。

中石油及中海油業績
中石油(變幅)

2.35萬億元(+16.8%)
525.9億元( +130.7％)
0.29元
0.09元
14.91億桶油當量
8.903億桶油當量
3.61萬億立方英尺
68.28美元/桶
1,367元人民幣/千立方米
註：除另標明外，貨幣單位為人民幣元

製表：記者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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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
淨利潤
每股盈利
末期股息
油氣產量
原油產量
天然氣產量
實現油價
天然氣價

中海油(變幅)

2,269.63億元(+21.8%)
526.88億元(+113.5%)

1.18元
0.4港元

4.75億桶油當量
3.83億桶油當量

5,302億立方英尺
67.22美元/桶

6.41美元/千立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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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加派特別息 全年派息率62.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美聯儲「鴿聲嘹亮」，人民幣匯率
應聲大漲，多項利好因素令A股重啟反彈
步伐。滬綜指在上揚0.35%後，昨再度站
上3,100點整數關口，創業板指亦突破了
1,700點大關。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01
點，漲 10.82 點，或 0.35%；深成指報
9,869點，漲69.2點，或0.71%；創業板
指報1,703點，漲15.95點，或0.94%。兩
市共成交8,859億元（人民幣，下同）。

人民幣中間價日飆251點
北京時間3月21日凌晨，美聯儲宣佈
維持聯邦基金利率於2.25%至2.50%目標
區間內不變。市場分析認為，美聯儲年
內第二次會議釋放了比上一次更強烈的
鴿派信號，一方面，今年9月末停止縮
表，比早前預期的時間提前；另一方
面，多數聯儲官員預計今年不加息，而

上一次會議的主流觀點是今年加息兩
次。
昨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

6.6850，較前一交易日飆漲251個基點。
早市滬深主板均小幅高開，滬綜指開市
升0.11%，深成指高開0.08%，僅有創業
板指低開0.26%。之後兩市震盪向上，滬
綜指盤中高見3,125點，但尾市受銀行等
權重板塊殺跌拖累，大盤逐步向下，兩
市升幅均有所收窄。

貴金屬股領漲升幅逾4%
盤面上，貴金屬板塊大漲逾4%，文化
傳媒升逾3%，包裝材料、電子信息、軟
件服務、電信運營、環保工程等行業板
塊也以超2%的升幅領漲兩市。銀行、煤
炭板塊、釀酒等少數板塊則收於綠盤。
科創板尚未啟動，相關概念股已遭各

路資金熱炒。此前已連續收穫8個漲停板

的復旦復華，昨日早間再度攬獲第九個
漲停板。但該公司稍後在接受媒體採訪
時否認參與首批科創板，尾市直線插
水，收盤倒跌2.53%。

業績期變數多獲利回吐增
不過，昨日互聯互通北向資金淨流

出約 6億元。據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
略分析師高挺發佈的最新陸港通資金
追蹤報告，近期北向資金淨流入大幅
下降，過去十個交易日，日均淨流入
量僅為 2.2 億元，而 2 月日均淨流入
高達 44.4 億元，1月日均淨流入亦有
30.2億元。
他認為，A股年初至今大漲近 30%

後，投資者預期大幅分化，且 3月宏
觀數據和 3月至 4月的業績期，充滿
不確定性，部分重視基本面的價值投
資者開始獲利了結。

利好紛現 A股重上3100點 香港文匯報訊 吉利汽車(0175)公佈
2018年全年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利
125.5 億 元 ( 人 民幣，下同) 同 比升
18.05%，每股盈利1.4元，派末期息每股
35港仙，增20.69%。因應市場情況，公
司今年的銷售目標為151萬輛車，與去年
相若。
公司指出，去年財務表現符合預期，

銷量增加、利潤率上升，總現金水平亦
升17%至157.6億元。財務狀況保持穩
健，手頭現金淨額為123.3億元。今年資
本開支預算(不包括透過業務合併進行之
收購)約116億元，包括為新汽車平台及車
型的研發以及現有工廠生產設施的擴建
及升級提供資金。

需求放緩今年擬售車151萬輛
去年吉利汽車收入按年升 15%，至
1,065.95億元，按年升15%；銷量升20%
至150.08萬輛，但較去年初訂立的158萬
輛目標少5%。在內地乘用車市佔率升至

6.2%。自2017年下半年起推出數款定價
較低的緊湊型SUV車型，加上售價較高
的「領克」品牌汽車未納入計算，平均
出廠銷售價格按年僅增加1.1%。另外，
鑒於現時內地乘用車市場存在不確定
性，公司將今年銷量目標定於151萬輛的
保守水平，僅較去年銷量高0.6%。
吉利預期，政治及經濟不明朗因素將

繼續影響內地汽車市場，汽車需求放緩
的情況或將持續至今年，加上內地市場
競爭激烈，為今年行業銷售表現及盈利
能力帶來壓力。公司今年計劃從吉利控
股收購位於浙江省義烏市的發動機廠
房，並將引進更多具競爭力的新能源和
電氣化汽車產品，大幅增加新能源和電
氣化汽車銷量佔比。至少未來兩年仍將
有大量新產品投放，足以為期內銷量增
長提供足夠動力，數年內出口將成為主
要動力。
公司股價在公佈業績後曾升漲4.96%，
全日升2.27%，收報14.42港元。

吉汽全年多賺18% 派息35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豪 上海報道)
美聯儲公佈維持美息口不變，且今年內
不再加息，引發人民幣大漲，在岸人民
幣升值一度收復6.67關口，創去年7月
以來新高。
昨日早上的人民幣中間價報6.6850，較

周三上調251點子，為2018年7月17日以
來最高，升幅則創2019年2月21日以來最
大。央行未開展逆回購操作，因當日無逆
回購到期，當日實現零投放零回籠。美聯
儲緊縮政策近尾聲料施壓美元多頭人氣，
國際市場上歐元、日圓及澳元隔夜上漲，

美匯下跌，人民幣外部壓力進一步下降。
人民幣在岸即期一度高見6.6689，但逢低
購匯盤和之前獲利盤離場，人民幣隨後縮
減漲幅，全日收報6.6877，較上日升121
點子或0.18%；至昨晚10時55分，離岸人
民幣報6.6962。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不動產信託投資
基金（REITs）將很快推出首批試點。
據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上交所近
期召集券商和公募基金開會，鼓勵機構
準備上報公募REITs項目，以期推出上
交所第一批試點，試點項目最好和政策
導向相關，鼓勵上報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雄安、海南、長租公寓等相
關項目。最終試點的推出仍有待監管機
構批覆。

科創板組股票上市委員會
另外，上海證券交易所稱，科創板股票

上市委員會將參與科創板股票發行上市審

核工作，側重於對上交所審核機構出具的
審核報告和發行人的申請文件提出審議意
見。科技創新諮詢委員會作為專家諮詢機
構，將側重於為科創板建設、以及發行上
市審核提供專業諮詢和政策建議。
上交所並公示上市委員會候選人名單，

共計48人，將差額選定30名至40名委員。

傳REITs將推首批試點

在岸人民幣創逾半年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