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勘探費用急增銷量跌 半年僅賺318億

中海油業績跌兩成遜預期
受到勘探費用大增、銷量下跌的拖累

，中海油（00883）上半年業績出乎意外
地大跌19%，至318億元（人民幣．下同
）。公司總裁李凡榮稱，增加勘探支出，
令到上半年取得歷來最大模規新發現油氣
項目；而隨着四個新項目投產，有信心全
年可達3.3億桶目標油氣產量。業績失色
，中海油股價昨日一度下瀉逾半成。

本報記者 劉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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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加碼逆回購，進一步放鬆銀
根，惟中海油（00883）業績遜預期，
港股出現拉鋸局面，20000點關口失而

復得。恒指昨日高開 7 點後，早段一
度升至全日最高的20141點，午後一度
急插至最低19979點，但觸發買盤趁低

吸納，令恒指呈現 「V 型」急彈，收
市報20100點，按日微跌4點，全日波
幅 161 點。國企指數受惠滬深股市而
造好，收報9825點，上升31點，大市
全日成交增加至429億元。

海通國際環球投資策略部副總裁
郭家耀表示，大市仍未有新方向，外
圍消息欠奉，加上公司業績好壞參半
，未能提振大市，相信恒指短期於
19800 點至 20300 點窄幅上落。金利豐
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認為，近日亞
太區股市造好，惟港股未有突破，主
要受制於重磅的中移動（00941）所影
響，短期恒指相信於19700至20300點
區間上落。

中海油（00883）半年純利 318 億
元人民幣，低於市場預測水平。業績
公布後，股份於下午開市即被大舉拋
售，最低見 14.7 元，較上日收市大跌
5.5%，臨近尾段逐步收窄，收市報
15.1 元，創近一個月新低，按日跌約
3%為最大跌幅藍籌股，單是中海油已
拖低恒指近27點。

人行以逆回購放鬆銀根，中資銀
行股普遍上揚，早前公布業績的重農

行（03618）連升兩個交易日，昨日收
市報 3.33 元，創 6 月中以來新高，單
日大漲 6.7%或 0.21 元，成交倍增至
1.09 億元。中信行（00998）及民行
（01988）分別升1.3%及1.8%，而中行
（03988） 、 工 行 （01398） 及 交 行
（03328）亦升近半個百分點。

中資電訊股呈個別發展，聯通
（00762）上月3G上客略加，有傳9月
起取消 iPhone 捆綁式銷售，股價漲
3.6%至12.62元。今日公布業績的中電
信（00728）翻覆偏軟，微跌 0.3%至
3.99 元。重磅的中移動（00941）則升
0.6%至82.85元。

博彩股有資金流入，新濠國際
（00200）以接近全日最高的6.38元收
市，按日漲3.6%。金沙中國（01928）
亦漲2.2%至28.1元，而銀娛（00027）
及永利（01128）均漲逾1.7%。另外，
大成生化（00809）主席離世，加上公
司發盈警，股價昨日復牌暴跌 16%至
0.78 元，創 09 年 3 月中新低，而大成
糖業（03889）亦跌 4.2%至 0.455 元。
雅天妮（00789）內訌餘波未了，股價
急瀉約一成三，收報0.207元。

中海油昨日公布中期業績，期內收入1182.68億
元，下跌5.1%，主要因油氣產量減少4.6%，至1.609
億桶油當量。淨利潤318.69億元，按年倒退19%。業
績遜預期，公司首席財務官鍾華解釋稱，除銷量下跌
外，期內勘探費用增加亦是重要原因。中海油上半年
勘探費用按年大增1.98倍，達到45.84億元。中海油
股價在業績公布後應聲下瀉，最多跌5.5%，低見14.7
港元，收市時跌幅縮窄至 2.9%，至 15.1 港元；沽空
金額由周一的330萬元，飆升至昨日1517萬元。

有信心全年產量3.3億桶
對於油氣銷量下跌，李凡榮指出，主要歸因於蓬

萊19-3油田滲漏停產所致；該油田復產申請已交到
監管部門審批，暫時無法預計確切復產日期。李凡榮
又稱，隨着四個新油氣項目在下半年投產，部分停產
檢修的油田復產，有信心年可達到 3.3 億至 3.4 億桶
的目標產量。

李凡榮表示，上半年大增勘探費用，主要是希望
可以獲得更多新油氣項目，而中海油首六個月所得的
新發現項目，是歷來模規最大的，今後也會繼續增加
勘探支出。中海油上半年共有10個新發現，及18口
評價井。

被問到收購加拿大尼克森進展，李凡榮表示，有
關交易已向中國、加拿大及美國監管部門遞交申請文
件。就有分析猜測中海油為減低政治阻力，或會放棄
併購尼克森在美國及北海的油氣資產，李凡榮回應稱
，今次純粹是商業交易，中海油並無意把個別資產剝
離在今次交易計劃中。

上半年大削股息四成
收購資金方面，中海油董事長王宜林強調，中海

油內部資金已足夠應付併購需要，但考慮到要改善資
本結構，才決定尋求對外融資。鍾華表示，上半年大
削股息40%，至0.15港元，旨在保留資金以支付收購
。截至六月底，中海油手持現金138億元，另有定期
存款367.8億元。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有633億元。

中海油7月份公布擬斥資151億美元，全面收購
尼克森。市場消息指中海油正就交易向外資銀行尋求
50億美元融資。

對於 7 月份北京水災，財險（02328
）總裁王銀成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雖然
總體損失不小，但公司業務範圍廣，北京
水災及早前風災對公司業績影響不大。公
司上半年綜合成本比率進一步改善，精算
專家陳東輝表示，有信心綜合成本比率會
繼續維持領先行業水平，但指過去下半年
自然災害的發生均多於上半年，故預期有
關比率較上半年會略有增長。

財險中期業績帶給市場驚喜，財險股
價昨日逆市大升7.27%或0.64元至9.44元
。市況不景，有指財險母公司人保集團
A＋H股的上市計劃有所推遲。董事長吳
焰回應指，上市的籌備工作一直進行中並
無延後，又指母公司有多個渠道融資，上
市非唯一選擇。對於母公司上市後，會否
私有化財險，他表示，財險為投資者提供
理想投資平台，暫未有考慮私有化問題。

車險佔財險整體業務達70%，內地新
車銷售放緩，市場關注下半年車險業務能

否保持增長。王銀成對未來車險增長仍十分有信心，指
公司亦一直加強管理訂價、理賠及財務等方面，對市場
波動有應對能力，而車險續保率亦進一步提升。他續稱
，公司承保利潤增長已為常態，對於下半年承保利潤前
景仍然樂觀，償付能力比率亦會保持在150%以上。

上半年內地資本市場表現疲弱，但財險投資收益仍
上升 39.8%至 26.57 億元人民幣。副總裁王和表示，公
司於上半年對權益類投資作有效的調整，令投資收益有
所改善。他對下半年資本市場走勢審慎樂觀，指會繼續
按市況調整權益類產品的投資。

對於內地開放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交
強險）與外資，王銀成指，保險業一向是本土化的公
司較具優勢，加上交強險需要龐大的分支網絡支擾，
外資難有優勢。吳焰續稱，內地交強險系統有待完善
，認為引入外資保險企業可完善有關系統，持積極樂
觀態度。

財險中期業績勝預期。麥格理發表研究報告指，財
險大部分衡量標準均優於預期，承保利潤高出預期32%
。該行續稱，雖然其每股盈利預測較市場為低，主要因
包含非常大的減值損失估計，而撇除此因素的每股盈利
仍較該行預期高出22%。該行預期，市場對上述消息感
正面，維持其「優於大市」投資評級，目標價13.5元。

卓譽金融重申不減手續費
永明金融旗下的卓譽金融退休金行政管理高級副總裁陸

季嬋表示，永明金融不打算減手續費迎戰11月的強積金半
自由行，但會繼續沿用基金單位回贈。她表示，現時不少強
積金提供者已將手續費降低，下調空間不大，而且市面上手
續費最平的基金亦不是最受歡迎。永明金融暫時未有考慮轉
換基金經理或推出新基金。

業務表現方面，陸季嬋表示永明金融的客戶人數比四年
前增加一倍，基金總額全港排行11位，市場佔有率由四年
前的 1.7%升至 2.8%。她對公司前景樂觀，認為隨着強積金
的資產上升，市民興趣會有所提升，願意多了解基金選擇，
增加強積金流動量。她預料，十一月全港約有1千多億元強
積金可參加半自由行，但難以估計有多少會馬上轉強積金提
供者。

卓譽金融最近將 www.mympfchoice.com 升級，加入新
功能如一次比較五種來自不同類別的基金，方便市民選擇最
合適的基金組合，網頁將於11月再次升級以配合半自由行
政策，所有功能均可免費使用。

中海油（00883）上月公布以高溢
價每股 27.5 美元收購尼克森後，刺激
尼克森股價當日狂飆 51.8%，收報 25.9
美元。然而，美國證監會發現熔盛重工
（01101）大股東張志熔在事先獲得收
購消息，早着先機入市吸納尼克森股份
，藉此圖利。

早前有報道指中海油內部進行調查
，尋找泄漏消息的人士；對此，中海油
董事長王宜林並沒有正面回應，只強調
公司管理層必須清楚知道自己個人行為
，為自己的言談負責任。中海油支持美
國證監會的調查，並會配合調查工作。

被問到事件會否影響與熔盛業務往
來關係，王宜林表示，與熔盛合作講求
共贏；若能達到共贏，繼續與熔盛合作
有何不可；若合作不好，便會終止合
作。

熔盛首席執行官陳強在另一場合上
表示，熔盛仍與中海油保持溝通，希望
可以消除大股東涉及NEXEN內幕交易
的影響。他又稱，熔盛主要通過公開招
標形式參與中海油的項目，熔盛既為發
改委核准企業，完全符合資格參與投標
。同時，今次事件，不會影響熔盛日常
營運。

受惠於內地業務收益飆升及上半年錄得一次性淨
收益帶動，中華煤氣（00003）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
月內錄得純利上升27.8%至41.2億元，每股盈利47.4
仙，維持派中期息 12 仙。期內，未計燃料調整費營
業額升 19.4%至 115.6 億元；已計燃料調整費營業額
為 125.3 億元，升 19.7%。其中本港煤氣銷售量升
0.27%至 155.79 億兆焦耳；內地城市燃氣銷售量升
14.6%至59.61億立方米。

集團表示，受全球經濟不景及歐債危機未解之影
響下，今年上半年本港經濟增長較去年同期放緩。旅
遊、飲食及酒店業雖仍受惠於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
，但本地居民及訪港旅客之消費意欲受經濟放緩影響

而轉趨謹慎；加上同期本港平均氣溫較去年稍高，對
煤氣銷售量產生負面之影響。整體而言，今年上半年
本港煤氣銷售量較去年同期僅微升 0.3%；同期總體
爐具銷售量則較去年上升約1.7%。截至6月底，本港
客戶數目176.3萬戶，較2011年底增加1.2839萬戶，
符合預期。集團預計今年全年本港客戶數目將保持平
穩增長，全年約增加2.5萬戶。

內地業務上半年則有較大進展，其中城市燃氣及
天然氣業務受惠於上游天然氣供應增加及及局部地區
經濟發展而錄得持續增長。連同旗下附屬公司港華燃
氣（01083）之項目，集團至今已於內地21個省、直
轄市、自治區取得合共145個項目，較去年底增加7

個。其中城市燃氣項目至今已增至103個，遍布內地
19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截至今年6月底，集團在
內地之燃氣客戶已增至約 1378 萬戶，上半年總售氣
量達 59.6 億立方米。集團已成為內地規模最大之城
市燃氣企業。

集團指出，隨着國家 「十二五」規劃之逐步實施
，內地政府正日益重視城市化發展，並致力鼓勵內需
及節能減排，加上內地經濟仍保持理想增長，對城市
公用事業及清潔能源之需求必趨殷切，集團在內地的
城市燃氣及天然氣業務增長將會持續理想。新興環保
能源業務亦隨着中國重視能源多元化及注重環保之政
策方向不斷拓展，為集團之長遠發展及業務增長燃起
一個新的亮點。

集團預期，今年全年業務將有理想增長，而於期
內新興環保能源業務及內地公用事業業務之業績，將
超越本港煤氣業務，且業務前景廣闊亮麗，往後之增
長將較本港煤氣業務增長更為快速。

中海油中期業績概要
（單位：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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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融不打算減手續費迎戰11月的強積金半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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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田服務（02883）中期純利23.98億元（人
民幣，下同），按年增 15.8%，每股盈利升至 53.35
分，不派發中期股息。期內，營業額按年上升23%至
100.1億元，鑽井收入上升25%至佔52.65億元，而油
田技術收入亦增 24.4%至 21.04 億元。集團展望，下
半年一批重大裝備的陸續投產，以及獲得新的市場合
同，將為公司的收入增長做出積極貢獻。

中海油服中期賺23億增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