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航空客量料年增4.5%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B5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貨運預期增長1.4% 表現仍遜色
國際航協（IATA）首席執行官湯彥麟預期，今年全球航空客

量將增長4.5%，貨量增長1.4%。他又指出，航空市場低迷時候
，客運量表現一直優於貨運量表現，惟目前航空客運增速僅2%
，低於年預測平均增速。該協會還公布了去年11月份的航空客貨
運量表現，分別增長4.6%和1.6%。

本報記者 林靜文

本人任景源月前向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申請，將先人黎彩的骨灰加放於將
軍澳墳場南5-2374號，並更換本人為持證人，現尋該龕位之原申請人梁佩紅女
士，其最後地址為新界葵涌葵盛圍310號。如有反對上述申請或得知其下落者，請
於2013年2月13日前致電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3719 7811）聯絡姜先生。如委
員會於該日期前尚未收到任何消息，則作無人反對論，並考慮接受本人之申請。

本人莫乃常月前向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申請，將先人莫義的骨灰加放於柴
灣墳場第二靈灰閣6-3469號。現尋該龕位之原申請人莫慶輝先生，其最後地址
為香港德輔道西80號。如有反對上述申請或得知其下落者，請於2013年2月16日
前致電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3719 7811）聯絡姜先生。如委員會於該日期
前尚未收到任何消息，則作無人反對論，並考慮接受本人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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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金煌泰國菜館

現特通告：陳莎莎其地址為九龍
九龍城龍崗道24號地下，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九龍九龍城龍崗道
24號地下金煌泰國菜館的酒牌續
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九龍深水基隆街333號北河街
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1月12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金煌泰國菜館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HAMPHA
SARANYA of G/F, No.24 Lung Kong Road,
Kowloon City,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金煌泰國菜館 at
G/F, No.24 Lung Kong Road, Kowloon City,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2-1-2013

申請酒牌轉讓及更改啟事
悅瑪一芳日本料理

現特通告：孫希松其地址為香港灣仔灣
仔道197-199號天輝中心16樓，現向酒
牌局申請把位於香港灣仔灣仔道197-199
號天輝中心16樓一芳日本料理的酒牌轉
讓給呂兆恒其地址為新界荃灣荃灣中心
漢陽樓30樓C室及作以下更改： 「更改事
項：店號名稱更改為悅瑪一芳日本料理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1月12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IPPOU JAPA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Sung Hai Soon, David of
16/F., Tiffan Tower, 197-199 Wan Chai Road, Wan
Chai,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IPPOU
JAPANESE RESTAURANT at 16/F, Tiffan Tower,
197-199 Wan Chai Road, Wan Chai, H.K. to Lui
Siu Hang of Flat C, 30/F., Hang Yang House, Tsuen
Wan Centre, Tsuen Wan, N.T.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Proposed amendment(s) change the
shop sign to IPPOU JAPANESE RESTAURA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2-1-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翅哥廚房

現特通告：鄭潤萍其地址為新界屯
門良德街寶怡花園3座11樓B室，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屯門良德街
9號盈豐花園商場地下A27號舖翅哥
廚房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
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1月12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hark's Fin Kitche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ng Yun Ping
of RM B, 11/F, Block 3, Blossom Garden,
Leung Tak Street, Tuen Mu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hark's Fin Kitchen at Shop A27, G/F,
Goodrich Garden Shopping Arcade, 9 Leung
Tak Street, Tuen Mun,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2-1-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客家好廚

現特通告：羅雪玲其地址為新界
屯門慧豐園3座6樓C室，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新界屯門湖翠路1號蝴
蝶商場第3層L306-L310號舖客
家好廚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
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13年1月12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HAKKA DELICIOU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aw Shut Ling
Annie of Flat C, 6/F, Block 3, Marina
Garden,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akka Delicious at Shop No. L306-310,
Level 3, Butterfly Shopping Centre, 1 Wu
Chui Road,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2-1-2013

證券簡稱：*ST國商、*ST國商B 公告編號：2013-01
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二○一三年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風險提示：
1、關於皇庭國商購物廣場的開業進展情況：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已經完成LG、G層試運營區域施工，其中已

經有11家商戶進場裝修，8家商戶裝修已經完成，公司商業管理相關部門針
對已完成裝修的區域進行了內部試運營。由於時間臨近春節，大部分商家進
場裝修時間安排在春節之後陸續進行。根據公司的開業計劃以及市場慣例，
裝修商戶達到一定比例後才會正式對外營業，目前已完成裝修的商舖數量達
不到對外營業的要求，尚未對外營業。我司將根據項目的進展情況及時披露
開業時間，請廣大投資者注意風險。

2、關於皇庭國商購物廣場的裝修款項情況：
本公告所披露的附件二的《皇庭國商購物廣場裝修工程總包單位承包範

圍成本預算》的裝修款項金額為預估價格，因工程還未最後完工和結算，實
際工程造價最終以雙方確認的結算價為準。請廣大投資者注意風險。

本公司於二○一三年一月六日以專人送達和電子郵件的方式發出召開第
六屆董事會二○一三年第一次臨時會議的通知，會議於二○一三年一月十日
以通訊方式召開。出席會議的有：鄭康豪董事長、陳小海董事、張建民董事
、陳勇董事、鄧維杰董事、趙立金獨立董事、謝汝獨立董事、孫昌興獨立
董事。公司應出席董事八人，實際出席會議董事八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合法有效。審議並通過以下議案：

一、會議審議並通過《關於擬同意融發公司簽訂 「皇庭廣場」裝修項目
補充協議的議案》；

我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於2005年開始開發建設大型購物
中心皇庭國商購物廣場（以下簡稱 「皇庭廣場」），皇庭廣場主體工程已於
2009年竣工驗收，並擬開始公共部分的精裝修工程。因公司2009年-2010年
期間正處於股權重組階段，期間一直未正式開始公共部分的裝修。直至於
2010年9月份新一屆董事會成立後，融發公司才重新開始皇庭廣場的裝修工
程。

由於項目設計較早（2005年開工），已經不能適應當前購物中心招商和
經營的要求，我司2010年底重新聘請英國貝諾進行了設計，另外由於處於深
圳CBD核心位置，政府相關部門於2012年初也對設計裝修提出了一些新的要
求，由於以上兩方面的原因，整體工程量、造價和工期均有所變化，原簽定
的裝修合同已經與實際工程量和工期不符。

2012年以來，公司要求與承包方就裝修工程簽定補充協議，經過多輪談
判，承包方提出要求雙方先對帳確定總價後再洽談相關協議。融發公司2012
年7-11月份與承包方對前期已完成和後期需完成的工程量進行了核對工作，
雙方就主要事項基本達成一致。經過多次談判，目前，公司與承包方就補充
協議的主要條款已達成初步一致，補充協議主要對前期的裝修工程和剩餘的
裝修工程事項、工期、裝修金額進行補充確認和約定。該協議簽署後，我司
與承包方將確定裝修整體工程量、落實施工計劃，並要求承包方按照施工計
劃加快施工進度。

公司擬同意融發公司在董事會確定的協議條款內容框架下與裝修承包方
簽署協議（內容詳見附件一、工程總包範圍內預估價詳見附件二）。

關於前期皇庭廣場工程情況說明：
皇庭廣場由我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於2005年開始開發建

設，主體工程已於2009年竣工驗收，本次披露的協議內容範圍為除主體工程
外的公共部分裝修工程。截至本公告日止，融發公司前期已支付總包合同工
程範圍內裝修款項12,259.71萬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已經完成LG、
G層試運營區域施工，其中已經有11家商戶進場裝修，8家商戶裝修已經完成
，公司商業管理相關部門針對已完成裝修的區域進行了內部試運營。由於時
間臨近春節，大部分商家進場裝修時間安排在春節之後陸續進行。根據公司
的開業計劃以及市場慣例，裝修商戶達到一定比例後才會正式對外營業，目
前已完成裝修的商舖數量達不到對外營業的要求。

皇庭廣場開業時間需根據公共部分裝修、招商、商戶裝修情況及商場運
營所需的相關手續審批而確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一（協議條款框架內容）：
一、工程承包範圍
1、工程承包範圍：
按經甲方確認的並移交乙方施工的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深圳院、北京

優高雅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深圳市光華中空
玻璃有限公司等設計單位出具的工程施工圖紙（具體圖紙目錄清單詳見附件
）及甲方確認的相關設計變更（含甲方簽章的圖紙及函件），為工程承包範
圍。以下範圍不含甲方其他分包內容和甲供材料，甲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與
承包方協商調整承包範圍。

2、工程承包的內容：
（1）土建工程：含土方外運工程（東、西下沉廣場，屋面、南廣場北

廣場土方外運）、主體結構工程（屋面、電影院、東、西下沉廣場、南廣場
、北廣場、景觀工程、室內外等結構）、屋面工程、幕牆基礎、風道改造、
砌體工程（室內、外砌體、抹灰）、油漆工程、防水工程（屋面、南廣場、
衛生間及連接通道、東、西下沉廣場、北廣場室內）、保溫工程、外立面裝
修改造工程（南廣場鋼結構及基礎等）；

（2）樓地面工程：設備用房、管道井、樓地面、樓梯間地磚、各層後
勤通道地磚；

（3）結構、砌體拆除及改造工程；
（4）防火門、消防捲簾門；
（5）白蟻防治工程；

（6）門窗工程、鋁合金通（送）風百頁窗；
（7）安裝工程（含續建及改造）：
A、強電工程：高低壓配電系統之高低壓配電柜改造、新增高低壓柜及

變壓器（變壓器甲供）、橋架、母線槽及電纜；後台改造；主配電幹線系統
之配電箱、電纜電線、橋架、保護管；漏電報警系統之管線及設備安裝；照
明系統之照明箱、管線、開關及燈具安裝（燈具甲供）；用電末端之控制箱
、管線、插座、按鈕等；防雷接地系統；

B、通風空調工程：冷凍水系統之冷凍水管、閥門及保溫；通風空調系
統之空調器、風機盤管、風機、風管、靜壓箱、消聲器、風閥及風口等；冷
凝水系統之管道及保溫；廚房排油煙系統、燃氣通風系統；

C、給排水工程：給水系統之管道及閥門；潔具安裝（潔具甲供）；污
水排水（含重力排水及壓力排水）系統之管道、閥門及潛水泵；雨水排水系
統之管道及雨水井；

D、消防工程：消防水泵房改造；噴淋系統之管道、閥門、噴淋頭；消
火栓系統之管道、閥門、消火栓箱；水幕冷卻水炮系統之管道、閥門；防排
煙系統及正壓送風系統的風機、風管、風閥、風口；消防報警系統之設備安
裝（設備甲供）、橋架、管線、消防疏散指示等；

（8）幕牆工程：東、南、西立面，屋面幕牆，中庭天窗，東南角，西
南角，東西月牙天窗，東西消防通道，屋面八個盒子，風雨連廊，東西兩側
連橋，內街幕牆等；

（9）鋼結構工程：屋面中庭天窗、東西月牙型天窗、八個鋼結構（鋁
板）玻璃盒子、內街鋼結構、膜結構，西側鋼結構連橋、廣告牌等；

（10）二次精裝修工程：SL、M、G、LG、B、V層室內公共部位精裝修
（商舖套內不包含，由商戶自理）、商業公司工程部辦公室精裝修、甲方項
目部臨時辦公室（前述辦公室精裝不包括電器和家具）、廣告燈箱、部分商
舖石膏板隔牆、花玻璃隔牆、後勤通道裝修等；

二、取費計價
1、雙方同意按原合同約定的取費標準計價，但費率則按《深圳市建設

工程計價費率標準》（2010）推薦費率執行。若甲方未按照本協議約定時間
支付工程款的，則雙方同意有區間費率的按照區間費率上限執行。

2、除雙方認質認價外，各種工料機單價按照實際施工期間的《深圳建
設工程價格信息》的平均價計取。

3、原合同及本協議未有約定的按照施工期間深圳市執行的相關取費規
定執行。

三、工程進度款支付及結算
1、本工程乙方承包範圍內的工程總價暫定為：人民幣4.8億元（大寫肆

億捌仟萬圓整），乙方在本工程承包範圍內的工程造價最終以雙方確認的結
算價為準，雙方結算有爭議的部分可以聘請有資質的第三方參與結算。

2、工程款按照進度付款，如不能按照進度付款的，付款方式雙方另行
協商。

四、工程進度
1、項目進展要滿足公司開業要求，實行分層移交。2012年12月30日前

完成LG、G層試運營區域施工；2013年3月30日前完成B層、LG、G層剩餘部
分施工；2013年4月30日前完成M層施工；2013年5月30日前完成SL層施工。

2、乙方應向甲方提交項目竣工驗收前各分節點的施工進度計劃。
3、雙方可根據實際情況協商有關進度的獎懲措施。
附件二：皇庭國商購物廣場裝修工程總包單位承包範圍成本預算

編制說明：1、採用2010費率標準上限（上述價格為預估價格，因補充
協議條款二、1中的約定：若甲方未按照本協議約定時間支付工程款的，則
雙方同意有區間費率的按照區間費率上限執行，故上述總包價為取2010年費
率標準上限預估）；2、因工程還未最後完工和結算，實際工程造價最終以
雙方確認的結算價為準。

序
號

1

2

2.1

2.2

3

4

4.1

4.2

4.3

4.4

工程項目
名稱

主體建安費
（裝飾、建
築結構、幕
牆、安裝等
費用）：

室內精裝修
工程費

建築工程費

結構工程

建築工程

幕牆工程費

安裝工程費

電氣工程

給排水工程

空調工程

消防工程

單
位

㎡

㎡

㎡

㎡

㎡

㎡

㎡

㎡

㎡

㎡

㎡

數量

140042

33239

140042

140042

140042

34870

140042

140042

140042

140042

140042

測算單
價（元）

3786

4019

1211

587

624

3081

855

387

41

206

220

合同造價或
測算合價
（萬元）

53024.2

13360.1

16954.4

8216.9

8737.5

10741.8

11968.0

5421.7

570.1

2888.4

3087.8

備註

截至公告日止，融發公
司前期已支付裝修款項
12,259.71萬元

系設計變更導致的主體
結構改造增加的費用

主 要 大 項 含 屋 面 幕 牆
1508.1萬元、南側幕牆
1614.8萬元、1#-4#盒
子1831.5萬元、東西側
石材幕牆887.7萬元、內
街膜結構882.2萬元、東
西側連橋504.9萬、東西
面隱框玻璃幕牆及節點
873.4萬

惠刊廣告請駕臨
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4字樓廣告部
電話：28310500 28311730 傳真：28346631

去年11月全球各區航空客貨運表現
地區

亞太區

北美洲

歐洲

中東地區

拉丁美洲

非洲

來源：IATA

客運需求變動

+6.2%

+2.6%

+4%

+10.5%

+11%

+5%

客運運力變動

+2.5%

+0.4%

+0.8%

+11.2%

+9.8%

+4.4%

客座率

75.7%

79.6%

77.8%

73.5%

76.3%

64.7%

變動

+2.6個百分點

+1.6個百分點

+2.3個百分點

-0.5個百分點

+0.8個百分點

+0.4個百分點

貨運量變動

-1.5%

+1.7%

無變動

+16%

+4.2%

+4.4%

貨運運力變動

-2.8%

-0.6%

+0.3%

+6.1%

+8.5%

+3.6%

湯彥麟指出，去年11月的客貨運
量較10月份有所回升，尤其是在貨運
量方面，雖然這並不意味航空市場開
始復蘇，但近幾個月來，隨美國經
濟增長的復蘇和商業信心的改善，預
期今年航空業的情況將會好轉。

國際航協公布11月份航空客貨運
表現，11月航空客運量較10月環比增
長0.6%，主要是來自於區內航線，尤
其是在中國。而貨運量則環比增長
2.4%，反映網上零售商的季節性旺季
。同時，客貨運量的提升也顯示美國
消費者信心的回升。數據指出，在去
年第三季度貨運量開始下跌後，由於
季節性需求的增長，貨運量已回升至
去年中水平。

新興市場繼續強勁增長
數據顯示，期內，國際航空客運

需求同比增長5.6%，但環比微增0.2%
。而運力較去年同期增長3.1%，客座
率為76.3%，同比增長1.8個百分點。
分析指出，同比錄得增長或是由於去
年同期的市場環境並不優越，不能表
明市場正在回暖。而新興市場則繼續
錄得強勁增長。

其中，中東地區及拉丁美洲地區
的航空公司增長最勁，客運需求分別
增長10.5%和11%，運力也分別增長
11.2%和9.8%。由於中東地區航空公司
的客運需求增長較運力增長緩慢，故
該地區航空公司的客座率微跌0.5個百
分點至73.5%。而拉丁美洲航空公司
的客座率則為76.3%，同比微升0.8個
百分點。分析指出，儘管拉丁美洲的
經濟受到歐債危機和中國經濟放緩影
響，但區內主要經濟區經濟的強勁增
長仍然支撐當地航空業發展。

亞太區方面，去年11月客運需求
同比增長6.2%，運力增長2.5%。該地

區的航空公司在長線市場上面臨越來
越激烈的競爭，要改變這一趨勢必須
要持續提高每月的需求增長。至於北
美和歐洲的航空公司表現，客運需求
同比分別增長2.6%和4%，運力同比分
別微增0.4%和0.8%。客座率分別為
79.6%和77.8%，同比分別增長1.6個百
分點及2.3個百分點。而非洲的航空公
司也有較好表現，客運需求同比增長
5%，運力增長4.4%，客座率增長0.4個
百分點至64.7%。

印度客運需求急跌6.5%
儘管美國區內航空市場的客運需

求僅增長1.1%，運力增長2.7%，致客
座率同比下跌1.3個百分點至82.1%，
但依然處於領先地位。而印度的區內
市場表現最差，客運需求同比下跌
6.5%，反映當地經濟放緩和低迷的商
業信心。即使該地區錄得連續第二個
環比增長，但其商業發展希望仍不明
朗。

縱觀去年11月全球貨運市場表現
，已連續第二個月錄得同比增長，貨
運量同比增長1.6%。其中亞太區貨運
量儘管環比錄得2.4%的增幅，但卻難
逃同比下跌1.5%的命運，貨運運力也
下跌2.8%。而北美地區航空公司貨運
量則同比增長1.7%，運力削減0.6%。
至於歐洲航空公司，期內貨運量同比
持平，運力微增0.3%。

期內，中東地區航空公司的貨運
量錄得強勁增長，同比激增16%，而
運力僅增長6%，使得載貨率增長4個
百分點至46.7%。拉丁美洲航空公司
貨運量同比增長4.2%，但運力激增
8.5%。而非洲航空公司貨運量同比增
長4.4%，儘管該地區航空公司將運力
增長控制在3.6%，但載貨率依然處在
26.2%的超低水平。

適逢今年是商業飛機事業開展100
周年紀念，經過長達一世紀的發展，全
球商業航空網絡不斷擴大，改變了人們
的生活、工作方式，也帶來了更多的娛
樂。據了解，航空業為人們提供了5700
個就業機會，通過3.5萬條航線創造出
2.2萬億美元的經濟活動。

湯彥麟預計，今年航空業的邊際利
潤率僅為1.3%，處於低水平。此外，當
前的投資回報資本成本低五成，進一步
蠶食股東的價值。

新的一年，湯彥麟呼籲各國政府盡
量降低阻礙 「連通性」的因素。他建議
，可通過降低徵稅、減少基礎設施的成
本費用、縮短監管手續和提升機場工作
能力及效率、加強空中導航服務等措施
解決問題。他強調，貿易是經濟增長的
關鍵，一個強勁的航空運輸收益可支撐
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需求。對於
一個國家而言， 「連通性」是至關重要
的，而航空運輸就是連接的關鍵。

中遠集運昨日表示，已於今年初於主要航線
的冷藏集裝箱進行加價，幅度為每大櫃1200至
1500美元。從目前實施的效果來看，冷箱運價已
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該公司回顧歷次漲價計劃的實施，基本上都
是與艙位利用率有關。若裝載率不超過90%，漲
價計劃一般很難實現的。但這次冷箱的漲價計劃
不同之處在於，今年提價比較早，運量還沒有完
全恢復，艙位利用率還是相對比較低位。只是船
公司迫於整體經營壓力以及未來生存考慮，在整
個運價恢復上有比較強的意願，屬於迫不得已的
單方拉升運價。

有行業專家指出，在此之前的冷箱運價遠遠
不能覆蓋成本的增長，不僅嚴重影響到班輪公司
經營的穩定性、持續性，而且也影響到了班輪公
司的服務品質，給貨主帶來損失。建議運價穩定
在合理水平，才能為班輪公司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提供保障。

據了解，馬士基航運在去年9月宣布，從今
年起，對所有航線冷藏集裝箱運價統一上調每標
箱750美元、每大櫃1500美元。該公司解釋，當
前運價水準不能覆蓋公司運營成本，冷藏箱運價
自2005年以來年均僅增長2%，不僅低於過去7年
燃油價格年均18%的漲幅，甚至要低於年均4%的
通脹率。

中遠集運認為，馬士基航運起到了很好的示
範作用，其後公司和地中海航運、達飛輪船等多
家船公司積極跟進，於今年元旦及稍後數天在主
幹航線都有每大櫃1200至1500美元左右的加價計
劃。

該公司稱，馬士基航運等船公司的全球冷箱
運價的漲價幅度超過了加價的一半以上，為全年
冷箱的收入提高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距離
冷箱盈利還有一定的空間。去年國際班輪運輸市
場出現普遍虧損，隨經濟大環境逐漸恢復，相
信只要承運人理性經營，今年的形勢應可以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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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彥麟籲各國掃除障礙

▲新的一年，湯彥麟呼籲各國政府盡量降低阻礙 「連通性」 的因素

忠旺料今年銷售增兩成
中國忠旺（01333）首席財務官張立基昨天表示，2012

年銷售鋁型材達50萬噸，預計今年全年銷售目標將不少於60
萬噸，增幅約兩成。目前忠旺內地銷售佔比逾九成，他預計
今年海外市場佔比約為10%，公司未來繼續將銷售重心移至
內地。公司昨天收報3.04元，下跌1.299%。

集團目前以工業鋁型材、深加工及鋁壓延材為三大核心
業務，其中高附加值鋁壓延材項目已經進入實施階段，廠房
可於2014年投產，第一期年產量達180萬噸。2018年實現整
體規劃300萬噸的項目，將成為集團新增長點。張立基強調
，目前公司工業鋁型材毛利率約為22%。而鋁壓延材毛利最
高可達50%，希望項目達產後可拉動公司毛利率提升至約
30%。他續稱，至2015年鋁壓延材項目總投資額近300億元
（人民幣下同），2012年為該項目支出約100億元，預計今
年開支為70億元。目前公司手持現金逾100億元。

湯森路透旗下基點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稱，包括主辦行在
內有15家銀行參與中國忠旺最高2億美元的三年期境外定期
貸款，獲超額認購至3億美元以上。消息人士稱，該次貸款
規模不太可能擴大，預期在下周會簽署協議。

執行董事兼副總裁路長青早前曾指，中國的鋁壓建材市
場發展空間很大，現時中國鋁板與鋁型材的銷售比例約為
35%對65%，而海外發達地區市場的這一比例恰好相反，且
國產鋁板仍處於中低端水準，預計到2015年內地鋁板市場將
有420萬噸的年產能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