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遠擬售270億資產予母企

復活假增31班次 比去年倍增
受航油價格持續高企、乘客收益率受

壓及貨運需求疲軟拖累，國泰（00293）
去年純利按年下跌83.3%至9.16億元，每
股盈利為23.3仙，末期息以中期股息8仙代
替。其中國泰及港龍核心業務稅後虧損1.1
億元，集團主席白紀圖表示，客運市場已
有復蘇跡象，對未來兩月的客運情況感到
樂觀。而貨運市場目前仍未見曙光。

本報記者 林靜文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四B6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3）穗天法民一初字第92號

黃金安：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娟華訴被告黃金安婚姻無效糾紛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
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
通知書、訴訟須知及本院開庭傳票。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
六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為公告送達
期滿後的三十日。本院定於2013年10月23日14時30分在本院第九
法庭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三月五日

更正通知書
（2013）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63號

本院審理原告吳慧英訴被告EDGAR WIN MAW MAUNG
離婚糾紛一案，於2013年2月28日在大公報向被告公告送達相關
訴訟材料，現更正為 「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和舉
證期限均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

特此通知！
二○一三年三月七日

公 告
區偉洪：

因你未經批准，擅自佔用集體土地建房一事，我局於2013年2月18日作出《行政處
罰決定書》（明建〈土〉罰字〔2012〕第003號），限你在接到處罰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
拆除在非法佔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退還非法佔用的土地。你在法定期限內對該行政
處罰決定未申請行政複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也未履行該行政決定。依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行政強制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我局現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書之日起十日內，拆
除在非法佔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退還非法佔用的土地。

收到本催告書後，你有權進行陳述、申辯。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決定的，
我局將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特此公告。

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國土城建和水務局
2013年3月12日

遺失啟事
PROGRESSIVE DEVELOPMENT（HK）LTD遺失由
KMTC （HK） CO., LTD 所 發 出 的 正 本 櫃 紙 ： B/
L#KMTCKHI0119651,CONTAINER#DFSU2126265,
VESSEL：KMTC QINGDAO, VOYAGE：1302N
特此聲明作廢

遺
失

國泰全年業績表現
（截止至12月底，單位：億港元）

項目

營業總額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仙）

每股股息（元）

派息日

營運數據
客運量（萬人次）

載客率

貨運量（萬噸）

載貨率

2012年

993.76

9.16

23.3

0.08

2013年5月2日

2896.1

80.1%

156.3

64.2%

2011年

984.06

55.01

139.8

0.52

2758.1

80.4%

164.9

67.2%

變幅

+1%

-83.3%

-83.3%

-84.6%

+5%

-0.3%

-5.2%

-3%

龍翔賺9910萬增一成
龍翔集團（00935）公布截至2012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

，收入約2.58億（港元，下同），按年增長7.1%；錄得純利
9910萬元，按年升10%。每股盈利8.93港仙，跌2.4%；末期
息5.5港仙，按年升10%。

專門從事儲存及處理液體化工品的綜合碼頭服務供應商
龍翔集團，日前發布2012年業績，期內，該公司毛利增
10.9%至1.53億元，毛利率由57.5%升至59.5%。年內溢利按
年上升10.4%至1.139億元；其中股東應佔溢利（純利）為
9910萬元，按年增長10%；每股盈利8.93港仙，按年跌2.4%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5.5港仙，較上年同期派5仙
，增加10%。

該集團現分別於南京、天津及寧波三個地方設有碼頭。
其南京碼頭第三期拓展計劃，預計最終將可令集團的吞吐量
進一步提升至每年440萬公噸，其中總儲量達38,000立方米
的共11個新儲罐，將於2013年第二季開始投入營運。

中國遠洋（01919）日前發公告稱，將出售其直接
持有的中遠物流全部股權予母公司中遠集團。而據知
情人士透露，加上中國遠洋考慮追加出售予母公司的
其他資產，估價合共高達約270億元（人民幣，下同）。

為避免從A股退市，已連續兩年巨額虧損的中國
遠洋日前宣布，其非關聯董事審議並批准了出售中遠
物流100%股權的議案，接盤方是中國遠洋的控股公司

中遠集團。待相關交易檔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將提交於4月26日舉行的2013年首次臨時股東大會非關
聯股東審議。有分析師估計，出售中遠物流的估價為
64億到91億元，可使中國遠洋獲得46億元的利潤。

據知情人士透露，出售中遠物流全部股權的估價
約為70億元，但據估算，這並不足以使中國遠洋扭虧
為盈，故該公司同時考慮向其母公司出售其他資產，
追加的部分估價約為200億元，但有關計劃還有諸多細
節未敲定，未有最後決定，計劃也許會更改。對於媒
體查詢，中國遠洋就暫未回應。

中國遠洋昨日收報4.05港元，跌0.74%。
有投資者直言，物流是中國遠洋惟一盈利較好的

業務，出售有關資產無異於飲鴆止渴，不利其長遠發
展。另有分析指出，中國遠洋此番出售物流資產，並
未選在理想時機，因為在目前航運業的極端營運環境
下，有關資產的長遠價值很難評估，不過該分析師也
坦言，中國遠洋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扭虧為盈，避免
連續三個財年虧損，而從A股退市。

但另有業內人士認為，說中國遠洋的物流淨利潤
貢獻較大的說法有偏頗，因為該公司主要業務還是集
裝箱和乾散貨航運，中遠物流雖然盈利，但在整個集
團的物業中所佔比例不算太大。

中國遠洋仍未公布2012年全年業績，預
計會虧損約71億元。該公司日前表示，不會
出售其乾散貨板塊的資產。

無論中國遠洋最終會出售哪些資產，從
中獲得多少收益，該公司都將繼續面對全球
航運業供應過剩、運價受壓和油價高企等嚴
峻考驗。

中商飛適航體系將試運行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三日電】中國商飛公司日前召開

持續適航體系試運行動員會。會議指出，持續適航能力是中
國商飛公司和上海審定中心的核心技術能力之一，需扎實開
展持續適航工作，確保產品被市場認可。

持續適航是指涉及所有航空器在其使用壽命內的任何時
間，都符合其型號合格審定的適航要求及註冊國的強制適航
要求，並處於安全運行狀態。中國商飛成立以來，重視提高
適航取證能力，在中國民航局支持下，該公司成立了持續適
航相關組織機構，編制了《持續適航體系管理手冊》，建立
了體系運轉的相關程序、標準和方法，致力於建立滿足局方
要求，符合公司實際的持續適航體系。

隨越來越多更具燃油效益的新飛機投入服務
，國泰客運收益進一步改善。縱觀今年初客運表現
，頭等、商務及特選經濟艙收益在1月份較低迷，但
在農曆新年過後有所回升，長途線如北美、加拿大
及歐洲的客運量明顯回升。公司常務總裁朱國樑指
出，今年頭兩個月前兩艙客運表現理想，相信隨
中國經濟逐步開放，料能得到更多回報。此外，隨
越來越多更具燃油效益的新飛機投入服務，在客
運收益方面已現曙光，對3至4月客運情況感審慎樂
觀。他透露，公司計劃在復活節假期期間額外增加
31個班次，而去年復活節假期僅增開16班，相比之
下今年生意大增近倍。

燃油成本升0.8%
集團去年總營業額為993.67億元，按年微升1%

。其中客運收益為701.33億元，按年增加3.5%；貨運
收益則按年跌5.55%至245.55億元。集團指燃油是其
最大的成本。去年油價在大部分時間持續處於高位
，對業績造成重大影響。集團的燃油成本（撇除燃
油對沖的影響）升0.8%，燃油佔集團營業成本總額
41.1%，減少0.4個百分點。

白紀圖稱，燃油成本佔長途航線營運成本的60%
，而短途航線僅佔35%，故去年透過削減部分長途航
線減少成本開支。而亞洲經濟普遍好於歐美，公司
去年新增亞洲區內短途航班，也有利於收入上升。
他透露，今年燃油對沖比例為30%，而2014年和2015
年均為20%。朱國樑補充，去年燃油對沖收入僅約5
億元，較2011年逾10億元明顯下跌，因去年油價高
企，對沖成本亦相對提升。

朱國樑表示，去年經營情況是下半年優於上半

年，公司上半年虧損約9億元，但全年仍能錄得約
9.2億元的純利。他續指，公司去年下半年業績轉好
，有賴成本控制，例如削減長途航線、更新機隊、
提供無薪假期、嚴謹控制招聘等各種措施，成本減
省數十億元。

國貨航蝕近6億
貨運方面，他認為，貨運業務由2011年3月至今

未有明顯增長，鑑於該業務佔公司收入25%至30%，

故整體業績受一定拖累。行政總裁史樂山表示，去
年貨運業務受累於經濟疲軟及油價高企等因素，至
去年第四季度才錄得16個月以來首次升幅，但貨運
業務仍未見復蘇跡象。他續說，公司與國航（00753
）合營的國貨航去年錄得虧損近6億元，公司將透過
早前購買飛機的協議，將合營公司的舊機轉換為能
源效率較高的新機，降低成本。他強調，不會因為
貨運業務表現欠理想，而終止與國航的戰略性合作
，他將虧損原因歸咎於貨運市場的不景氣。

國泰少賺83%客運漸復蘇

粵修船基地轉型海工業務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三日電】航運市場連續低迷，

修船行業形勢空前嚴峻。廣東檢驗檢疫局助中船澄西遠航船
舶（廣州）有限公司向海洋工程業務轉型，去年已獲一定成
效。

地處南沙口岸開放區域的中船澄西遠航船舶（廣州）有
限公司，是中國船舶集團在華南地區最大的修船基地，年修
船能力達240艘，其中80%以上屬於國際航線船舶，但自
2009年航運業出現低迷以來，公司業務減少。廣東檢驗檢疫
局經過調研，支持該公司向海洋工程業務轉型，加快發展海
洋工程維修和裝備製造項目。

2012年，該公司轉型項目取得突破，與國際著名SBM公
司簽訂了 「伊利亞貝拉」輪VLCC改裝為FPSO的全面工程
合同，合同金額高達4.16億元。

國泰航空於去年10月推出 「粉絲價」（Fanfares
）票價優惠，吸引一眾旅遊愛好者於每周二早上八時
在電腦前守候。朱國樑表示，該優惠推出後，已售出
5萬程機票，平均每周售出2000張，其中東南亞及日
本航線最受歡迎。

朱國樑續指，港人一向熱愛到日本旅遊，加上近
期日圓貶值，年初至今，香港至日本航線的客運量明
顯增加，按年增長18%，但日本至香港航線客運量未
見復蘇。此外，受到中日關係緊張影響，由年初至今
，中國至日本航線客運量跌6%。面對日益激烈的廉
價航空競爭，史樂山補充，除了廉航外，國泰一直面
對各樣挑戰，會時刻留意市場佔有率，亦會以上述優

惠吸引乘客。
問及去年全年錄得純利9.16億元，但空中服務員

僅加薪2%是否合理，朱國樑解釋，國泰與港龍核心
航空業務全年虧損1.1億元，加上集團去年上半年虧
損達9億元，因此對空中服務員加薪2%及提供雙糧認
為合理。另一方面，公司今年將招聘1300名員工，其
中有700名為空中服務員、400名為後勤人員，餘下
200名為飛機師。

業績報告中提到，如營商環境沒有改善，將會採
取更多必要措施，是否意味有減薪及裁員計劃，他澄
清，公司並無裁員或減薪的打算，將繼續從各方面控
制成本，以爭取理想業績表現。

粉絲價每周售2000張

越秀房託（00405）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全年業績，
宣派末期分派每個基金單位0.1282元，較去年同期0.1308下
跌約2%。若計及中期分派，全年每個基金單位的分派總額
為0.2649元，不包括特別息，按年升0.1%，每單位基本盈
利為0.48元（人民幣，下同）。主席梁凝光表示，公司將繼
續於北京和上海尋找收購項目，而越秀地產（00123）旗下
的財富新天地因剛開業，運作未成熟，預料兩年內不會注入
公司。他又預期，今年廣州國金中心營業收入料錄雙位數升
幅。

梁凝光指出，去年10月新收購的國金中心物業綜合出
租率已達75.63%，其中寫字樓出租率70.18%，符合預期，
並有信心今年國金中心營業收入可有雙位數增長。未來公司
亦會積極尋找收購項目。截至去年底止，公司人民幣貸款總
額為42.5億元，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劉永杰表示，去年已償
還2.5億元，今年會償還逾3億元，為降低利息成本，會考
慮一切利率低於人民幣貸息（即約7.1%）的融資方法。

年內，公司分派總額（包括額外分派）升74.3%至4.03
億元。收入總額升36.4%至7.12億，物業收入淨額升23.6%
至5.07億元。按去年12月31日收市價計算，收益率7.2%。
截至去年底止，公司資產負債比率33.6%。手持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及短期存款結餘約達9億元。

越秀房託派0.1282元

▲ ▲
▲

白紀圖表對未來
兩月的客運情況感樂觀
，圖左為朱國樑，圖右
為史樂山

林少權攝

▲市場估計，出售中遠物流的估價為64億到91億
元，可使中遠洋獲得46億元利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