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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過去幾個月在香

港大手出資高價買地的海南航空集

團再次出手投資海外地產。外電消

息指，海航擬以22.1億美元購買

美國紐約曼哈頓的寫字樓，這個報

價是歷來收購紐約一幢摩天大樓的

最高金額之一。另外，海航稱，計

劃投資在新加坡上市的房地產信託

基金（REIT）至少35%份額。

據彭博通訊引述兩位知情人士透露，
海航集團提出以22.1億美元收購曼

哈頓公園大道245號，該報價在交易中領
先。消息指，該幢寫字樓的面積為170萬
方呎，租戶包括摩根大通。有關交易的賣
方為Brookfield Property Partners LP和紐
約州教師養老金計劃，後者持有該物業的
49%權益。

寫字樓面積共170萬方呎
本次收購行動中，海航集團可能至少與
一位合作方組隊。報道指，這筆交易若能
完成，將使得中資企業在曼哈頓中城金融
中心的正中央佔有一席之地。這些大樓位
於緊鄰中央公園的紐約中央火車站北面，
摩根大通的主樓位於公園大道270號，而
向北三個街區，就是安邦保險集團2015年
以19.5億美元收購的紐約華爾道夫-阿斯
托里亞酒店（Waldorf Astoria）。海航集
團駐海口發言人未有回應有關消息。
另外，於深交所掛牌的海航投資集團表

示，計劃與新加坡地產管理公司AEP IN-
VESTMENT MANAGEMENT（AEPIM）
合作，投資由AEPIM參與管理，並擬在
新加坡上市的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
至少35%份額。

擬投資星上市REIT最少35%
雙方合作內容包括由AEPIM的創辦

人、首席執行官Yusof 與海航投資子公
司，合資成立一家管理公司，海航佔75%
股權，該合資管理公司將擔任該REIT的
項目管理人。該REIT投資的物業中，包
括一棟海航投資關聯方海航實業國際投資

集團旗下物業。
公告稱，由於REIT發行上市有待新加

坡相關政府機構審批，在審批過程中可能
對REIT既定方案進行調整，在發行上市
階段，REIT的最終上市總市值金額因多
種外在因素存在不確定性。
海航投資稱，AEPIM及其創辦人Yusof
擁有豐富的基金管理經驗，Yusof在過去
的十年中，被亞洲及中東的機構和私人辦
公室客戶授權，管理超過35億美元的資
產。與其合作有利於公司學習先進的投資
管理理念，積累在國外房地產投資基金領
域的經驗，有利於加快公司戰略轉型。

海航傳22億美元購紐約商廈
報價當地歷來最高 料組財團發展 續擴海外版圖

上海電氣港總部喬遷 起航新起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上海電

氣集團旗下兩家香港公司21日舉行喬遷儀
式。上海電氣集團股份公司首席財務官胡
康在揭幕後致辭表示，搬遷對香港公司來
說是一個新的起點，希望未來香港公司繼
續深扎香港，提供專業化、多元化的金融
服務，為集團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
撐。

胡康：高度重視香港平台建設
胡康指出，香港是內地大型集團企業踏

出國際資本市場的第一站，香港成熟開放
的資本市場及完善的專業服務體系，有助
企業有效對接境外金融資源與提高資本運
作效率。而上海電氣一直高度重視香港平
台的建設，陸續成立了兩家香港企業，過

去幾年隨着上海電氣國際化進程加快，香
港公司作為境外平台的功能也日益凸顯，
業務從早期的進出口貿易、信息平台逐步
擴展到境外主權收購、金融性投資、貿易
融資、資產管理等多個領域，成為集團重
要的投融資平台、資本運作和資金管理的
平台。上海電氣目標是建成具有全球佈
局、跨國經營、國際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
的跨國集團，「這對香港公司的能力建設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張夏令冀上海電氣成世界品牌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總裁張夏令致辭稱，
上海電氣香港公司在聯動香港、上海資本
市場，在實現全球佈局及跨國經營方面，
成績卓越。而2017年是實施國家「十三

五」計劃的重要一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
二十周年，內地的經濟將向形態更高級、
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邁進，創
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
念將逐步落實，這一新理念與上海電氣創
新、環保、共贏的追求不謀而合。他相信
上海電氣大有可為，能助推國家能源裝備
製造再次騰飛，望上海電氣早日成為世界
裝備製造業的領袖品牌。
此外，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副董事長、
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鄭建華，上海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偉，交銀國際董事長、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譚岳衡，國泰君
安國際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閻峰，光大
銀行香港分行行長陳林龍，交通銀行香港
分行副行長孟羽等嘉賓出席了儀式。

■消息指，海航出價22.1億美元洽購曼哈頓寫字樓，是歷來收購紐約全幢摩天大樓的
最高金額之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華潤啤酒
21日公佈2016年業績，期內實現轉虧為
盈，錄得股東應佔利益6.29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0.22
元，派末期息0.08元。2015年公司虧損
41.18億元。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侯
孝海表示，希望今年銷售能保持增長的態
勢，高於行業平均水平繼續發展，且努力提
升公司在中高端啤酒市場的競爭力。

侯孝海：會留意併購機會
侯孝海解釋，內地經濟快速發展，消費
實現升級，顧客對產品的個性化和品質需求
不斷提高，推動啤酒市場的產品結構有所提
升，中高檔啤酒有不錯的增長空間。今年公
司會致力於產能優化，對銷售渠道作出梳
理，增強拓展能力。他還坦言，非銷售環節
方面，今年包裝、運輸成本壓力比較大，望
能作出更節約、有效的評估。
有消息指朝日集團準備出售所持青島啤
酒股權，華潤啤酒接盤可能性較高。財務總
監黎寶聲21日並未正面回應是否參與其
中，僅稱公司對行業的發展一直持關注態
度，適當時機會公告。
對於今年的收購計劃，侯孝海補充，國

內、國外兩個市場都會考慮，會關注國內大
型啤酒商，且強調合併的目的是為了產生更
大的效益，而非簡單的股權合作。
內地啤酒行業下行，而進口啤酒銷量的
增長速度加快，侯孝海稱不擔心兩者產生競
爭，他認為現階段進口啤酒還不是啤酒行業
的主流方向，基數不大，且品種多而雜，內
地啤酒有強大的分銷渠道網絡，極具中國個
性的產品，有相應的競爭力。
問及山東琥珀啤酒7名前高管的賄賂事件是

否會對公司股價和形象造成負面影響時，法律
總監程大勇笑稱清者自清，公司的收購兼併都
是合法合規的，對於該事件會持續關注。

潤啤虧轉盈 全年賺6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場於3月20
日晚發佈公告，中止三幅宅地出讓，理由
是資金審核未完成。業內稱，上述三幅地
塊參與競拍者較多，倘若公開拍賣，不排
除有非理性競價現象產生。
公告指，因臨港蘆潮港社區C0204地
塊、臨港蘆潮港社區E0602地塊、奉賢區
奉城鎮57-05區域地塊三幅地塊的交易資金
來源審核工作尚未完成，為繼續進行審
核，採取中止上述三幅地塊的出讓活動。

拍賣或出現非理性競價
據悉，被中止的三幅地塊原定於3月28
日出讓，且參與競拍的開發商數量都較
多，其中臨港蘆潮港社區C0204地塊和
E0602地塊分別有22家和18家房企參與競

拍，奉賢地塊有12家房企參與。
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場稱，競買申請人願

繼續參與上述三幅地塊交易活動的，其競
買保證金在中止期內所產生的同期銀行活
期存款利息將在交易結束後依申請並經審
批後退還。不願繼續參與此次競買活動的
競買申請人或已交納競買保證金但未完成
競買申請的意向人，可於即日起至市土地
交易市場受理窗口申請退還已交納的競買
保證金本金及其產生的利息。
有業內人士認為，雖然被中止的三幅土

地都是位於郊外的宅地，但其中兩幅臨港
宅地比較搶手，前幾次臨港的土拍，已經
有綠地、萬科、碧桂園等優質房企進入，
因此臨港板塊預期較好，此次競拍人數明
顯較前幾次多，拍賣不排除會出現非理性
競價的可能。

雖然中國樓市調控持續升級，但地產商
依然雄心勃勃，且計劃大手筆拿地。總部
位於上海的大發地產即宣佈，年內至少將
投入100億元（人民幣，下同）獲取項
目，新增80萬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儲備，明
年更計劃獲取150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

內房仍計劃大手筆拿地
大發地產投資發展中心總經理陳鋼在戰

略聯盟合作大會上表示，未來大發將通過
「金融+地產」模式進行投資拓展。在城
市佈局上，深耕上海、南京、寧波、溫州
等已進駐城市，拓展杭州、合肥、蘇州、
武漢、長沙、南昌等有潛力的省會及重要
經濟城市，同時積極佈局海外市場。
他並透露，2017年大發地產將投入100億
元獲取項目，且強調「不是封頂只是起
步」，新增80萬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儲備，
2018年計劃獲取150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
2019年預計達到500億的年度銷售規模。

滬中止三幅宅地出讓
■■周勇周勇 蘇洪鏘蘇洪鏘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中國建築
21日公佈，2016年全年純利按年增13.4%
錄51.3億元（港元，下同），營業額按年
增21.6%錄462.1億元，每股基本盈利1.198
元按年增長6.6%，派末期息0.18元。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周勇表示，今年新增合約金
額目標定於900億元，當中七成料來自內地

公私營合作制（PPP）項目，其餘來自港澳
及海外地區等。
周勇又指，公司去年下半年毛利率較上
半年改善，達至20%以上，相信未來可維
持穩定，公司會繼續留意內地保障房、基
建、城市軌道交通等項目。對於近年赴港投
地的內房日益增加，周勇形容這對公司是好
機會，因為不少內房對香港市場不了解，需
要熟悉的承建商，加上不少內房都是其系內
公司的合作夥伴，故看好越來越多中資赴港
的景況。
對於美國逐步加息，財務總監周漢城稱
目前整體風險仍處於可控，公司會留意資金
成本。公司於2015年的財務成本為3.5%至
3.6%，至2016年有所下降，現時已發行的
5億美元固定利率債券及簽訂定息銀行貸
款，利息低於公司平均成本，未來的PPP項
目投資會因應情況採用人民幣債。

中建築新增合約 PPP佔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中資最
近在香港積極出高價投地，令外界側目。
但作為中資央企的保利置業卻未有參與最
近一次啟德投地，被問到是否對該區發展
產生疑問，公司董事總經理韓清濤21日坦
言：「我們沒有懷疑，只是沒有信心能拿
得到。」他又指作為央企不能拿地王，以
後會通過其他方式如合作獲取香港土地。
那是否也覺得海航投資出價很高？他說：
「反正是不低。」

蔡偉生：現在是推盤良機
對於央企是否不能投地王，保利副總經

理蔡偉生卻另有說法，指香港發展方面未
有收到這類訊息，主要是發展商之間各自
各計數。對於其他中資出高價投地，他表
示未來除官地外，公司亦會積極留意市建
局和鐵路項目機會。保利最近推盤遇上加
息周期，他說近期很多發展商推盤，公司
亦沒有因此刻意提前或押後推盤時間，認
為現時是推盤時機。
保利現時在香港有啟德項目龍譽及屯門

咖啡灣住宅項目，業績報告提到，集團看
好香港樓市前景，將視香港為長期發展市
場，未來會繼續積極在港投地。問到旗下
龍譽近日將開售卻面對多個競爭對手時，

蔡偉生說，項目主要針對首置買家，和對
方定位不同，會少一些大手客，迄今已經
收了600張票，對首推188套而言算很理
想。
保利去年業績扭虧為盈，純利8,075萬

元（港元，下同），每股盈利2.21港仙，
不派末期息。前年虧損28.2億元。公司去
年收入305.8億元，按年升22.6%。連同合
營及聯營公司的置業集團，全年完成合約
銷售額349億元人民幣，合約銷售面積約
279萬平方米，按年升16%及9%。
另一內房企寶龍地產，總裁許華芳21日

也表示，雖然香港取地金額比較昂貴、市
場較為陌生，但集團不排斥在香港發展；
澳門方面，由於今年有望重新推出土地拍
賣，集團將密切留意。

中國央企看內房：對手出價不低

■左起：投資者關係總監謝丹瀚、財務總監
黎寶聲、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侯孝海、法
律總監程大勇。 周曉菁 攝

■上海電氣管理層與嘉賓21日一起出席喬遷揭幕儀式。 莫雪芝 攝

恒安電商平台增長快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恒安國際
21日公佈截至去年底全年業績，純利增長
10.3%至36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純
利2.967元，派末期息每股1.1元，按年增
加14%。行政總裁許連捷21日在業績發佈
會上表示，集團三大業務近年增長步伐緩
慢，主要是由於集團未能適應迅速轉變的
市場，因此在兩三年前開始改革，有信心
未來可轉變成新商業模式，發展低成本高
效率的銷售平台。

三大業務增長步伐慢
期內營業額升3.3%至192.8億元，當中紙

巾產品收入升4.3%至90.7億元，佔收入約
47%；衛生巾產品收入升6.2%至 65.7 億
元，佔收入約34.1%；紙尿褲業務收入則減
少12.3%，佔收入約11.2%。受惠於年內大
部分時間，主要原材料價格維持於較低水
平，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率上升0.9百分點

至約48.8%。許連捷指，近兩年開始發展的
電商平台增長快速，營業額達11億元，按
年增長超過58%，佔收入5%，預計2017年
佔比會提升至約8%。
對於去年集團紙尿褲業務收入減少
12.3%，許連捷指市場消費模式改變，愈來
愈多人選擇電商購物，令集團在超市及便
利店銷售的優勢變成弱點。他又指，去年
第四季起木漿價格連升5個月，由之前的每
噸約400美元升至目前的每噸600多美元。
不過他又預料，今年下半年起木漿有新產
能流入，料價格達到頂點後將回落。他又
指，雖然木漿等原材料價格開始回升，但
暫時無加價壓力。
恒安去年雖多賺一成多，但旗下紙巾及
衛生巾業務去年銷售僅錄得個位數增幅；
紙尿片業務跌幅擴闊至12.3%，許連捷坦
言，對過去3年業務表現不滿意，認為未能
達到預期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