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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茲有離婚呈請書經呈遞法院，提出與答辯人劉保

健離婚。答辯人地址不詳，現可向灣仔港灣道12號灣
仔政府大樓M2字樓家事法庭登記處申請索取該離婚
呈請書副本乙份。如在一個月內仍未與登記處聯絡，
則法院可在其缺席下聆訊本案。

司法常務官

此通告將於本港刊行之中文報章大公報刊登一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陳嫻好、何穗光（He Sui Guang）、何穗強（He
Sui Quang）

本院受理（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805號原
告何穗敏（CHU SHUI MENG）訴（被告）你們
繼承糾紛一案，因你們（原住香港和美國）目前
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
於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
》第九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
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
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
等應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
，即視為送達。你們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限均
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13年8月29
日14時15分在本院219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
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雷強、雷慕賢、雷慕慈、雷慕德、雷自立、余思國、余
恩國、梁安琪、梁安石、梁衛世、梁雅玲、梁雅瑜：

本院受理（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060號原告雷
自達、雷琬芬、雷自芳、雷自珍、雷自美、雷自端、
CHI-CHUNG YAM、EDITH HU TWANMOH訴（被
告）你們所有權確認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
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
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六
十八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
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第九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雷強、梁安琪經過六十日，其他被告經過三個月，
即視為送達。雷強、梁安琪提出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
十五日內，其他被告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
，舉證的期限均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13年8月28日10時00分在本院225法庭公開開庭審理，
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二○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2013亞洲商務航空展開幕，全球公務機巨頭在滬
搶奪中國訂單。美國國家公務航空協會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表示，美國公務機市場受經濟因素影響，開始下
滑，反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公務機發展前景被
持續看好。

2013亞洲商務航空展於昨日上午在上海虹橋機場
開幕。在全球第一的美國公務機市場下滑的情況下，
中國市場被持續看好，空巴、波音、達索獵鷹、龐巴
迪等巨頭都虎視眈眈，力求借參展之機，爭取更多中
國訂單。據悉，昨日已有客戶在會上下單，訂購一架
價值6500萬美金的豪華公務機。

以商業為目的而進行生產和使用的公務機，其訂

單和交付量被視為全球經濟的 「晴雨表」。作為公務
機最大市場的美國，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後，商務航
空業發展受到拖累，同時，歐盟的全球公務機數量也
出現大幅度下滑。

反觀新興市場的亞洲，尤其是中國商務航空市場
，卻在全球市場中佔據日益重要的地位。美國國家公
務航空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德．博倫則表示，美
國公務機市場受經濟因素影響，開始下滑，亞洲，尤
其是中國市場就變得至關重要， 「中國國民經濟的快
速增長，令公務機在中國被持續看好」。

達索獵鷹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侯頌表示，中國
現已成為達索獵鷹7X商務機的全球第二大市場，銷
售量僅次於美國。他認為，2013年的中國市場仍然充
滿活力。該公司目前持有20架來自中國客戶的獵鷹
7X儲備訂單，今年將交付其中的10架。

重組後首次大規模參展的飛機設計、製造及服務
提供商豪客比奇，是次集中展示公務渦輪螺旋槳飛機
。該公司歐洲、中東、非洲及亞太區銷售總裁艾睿澤
透露，從過去10年的情況看，中國近5年的公務機交
付量已是前5年的3倍，他稱，經濟強勁增長，令包括
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成為該公司最主要的增長市場。

而根據波音公司的數據，2012年，在中國的BBJ

（波音公務機）機隊規模幾乎翻了一倍。波音公務機
總裁史蒂夫．泰勒說，未來的機隊規模還會大幅增加
。他又指，儘管中國的購買狂潮受到政府換屆和消費
、奢侈品稅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但中國市場仍有很
大潛力。

據悉，該公司去年向中國交付了5架全新BBJ，
由此，中國的BBJ機隊已包括9架BBJ和2架BBJ2。

同樣瞄準中國市場的還有龐巴迪，據悉，目前在
大中華地區註冊的龐巴迪公務機共有92架，去年就交
付達20架。此外，港澳台和大陸地區的客戶都很垂青
龐巴迪大客艙公務機。根據推算，該公司在中國地區
的機隊規模預計會於今年突破100架。

據悉，截止到昨日上午，已有客戶在會上下單訂
購一架豪華公務機，訂單金額為6500萬美金左右，從
價格看，估計有可能是美國灣流公司的G650型公務
機。據了解，是次到滬參展的公務機中，價格最貴的
是空巴的ACJ318型公務機，售價為7200萬美元，價
格與同款民用客機相若，若客戶對內飾有特別需求，
還可能高於民用客機售價。

今年的航空展吸引了180家參展商，30架最新型
號公務機參展，昨日約有5000名觀眾入場，展覽將於
18日落幕。

亞洲商務航空展滬開幕

今年將在滬設立中國辦事處
波交所亞洲時間發布指數
波交所首席執行官佩恩昨出席論壇時表示，波交所將加快針對亞太地區的轉型，尤

其是中國市場，今年將在滬設辦事處。因應時差問題，波交所考慮按照亞洲工作時間發
布一些航運指數，例如海岬型船指數，並在推出新的巴拿馬船指數時，在上海的工作日
發布，此外還會發布 「印度尼西亞─中國煤炭指數」 ，快將上線。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六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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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賀鵬飛海門十六日電】招商局
集團近年積極發展海工裝備產業，計劃斥資1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在江蘇省海門市興建大
型海工及修造船基地。招商局集團總裁助理、
工業集團董事長周志禹透露，招商局集團已完
成註冊成立招商局重工（江蘇）公司，目前已
與多家企業簽訂海工裝備生產合同，合同額逾
100億元，其中包括10艘自升式鑽井平台和1艘
半潛式鑽井平台。

招商局集團將海工裝備作為 「十二五」發
展的重點產業，一直計劃在華東地區投資建設
海工裝備產業基地，於去年底成功收購江蘇海
新船務重工（海新重工），並計劃將其改造成
大型海工及修造船基地。周志禹16日參加 「
2013年中國海門經貿投資洽談會」時表示，今
年上半年，招商局重工（江蘇）公司將確保註
冊資金1億美元到帳。該項目全部達產後年產值
將超過100億元，稅收超過10億元，成為世界級

的 「海工航母」。
該集團收購海新重工後將進行後續填平補

齊和配套項目投資，未來將主要發展海工裝備
、特種工程船舶、港口機械和現代物流產業，
同時積極打造國家級海工裝備、船舶製造研究
院，預計項目總投資100億元。

海新重工位於海門經濟開發區，公司佔地
2036畝，岸線長1025米。已經建成的一號乾船
塢可建造半潛式平台、鑽井船、浮式生產儲油

卸油船（FPSO）、浮式儲油卸油船（FSO）、
大型深水海洋工程船如鋪管船等，而正在建設
的二號乾船塢也能修造大型海工裝備。

海門經洽會引資近500億
此外，2013年中國海門經貿投資洽談會今

日開幕，共有164個內外資項目集中簽約或開工
，總投資額約490億元。當天集中簽約項目共
129個，其中外資項目41個，總投資27.5億美元
；內資項目88個，總投資185億元。

總投資135.8億元的35個重大項目集中開工
。在簽約和開工項目中，六成屬於裝備製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
項目。

招商海門基地接百億訂單

國航（00753）昨日公布3月營運數據，客、貨運均錄得
增長。月內，客運量增長12.5%至648.2萬人次，貨運量升
7.7%至12萬噸。累計今年1至3月，客運量升8.2%至1854.8萬
人次，貨運量升7%至33.1萬噸。首季載客率和載貨率分別增
長2.4個百分點及0.2個百分點，至81.7%和53.7%。

3月客運總體運力投入同比上升7.9%，旅客周轉量同比
上升12.9%。平均載客率為83.4%，同比上升3.7個百分點，
其中國內、國際航線分別上升4.5和2.4個百分點，地區航線
基本持平。貨運方面，上月運力投入同比上升7.9%，貨郵周
轉量同比上升5.9%，貨運載貨率為59.9%，同比下降1.1個百
分點。

月內，國航航油採購總量為29.7萬噸，採購均價為每噸
7784元，同比上升1%。此外，該集團引進5架飛機，分別為
兩架A320、一架A321、一架A330、一架B777-300ER。截
至3月底機隊總數為471架。

國航首季客量升8%

上海機場集團副總裁、上海霍克太平洋公務航
空地面服務公司董事長景逸鳴表示，上海公務機市
場越來越大，為應對未來需求，浦東機場計劃新建
公務機專屬基地，建成後，每年可保障1.5萬架次
公務機起降。他還指出，將於上海浦東、虹橋兩大
機場之間建設一條快速鐵路，以後來往兩機場單程
只需30多分鐘，這個項目目前正處於規劃研究階段。

虹橋機場於2010年啟用的公務機基地，是國內
首個集地面保障、維護維修為一體的公務機專屬基
地。景逸鳴表示，該基地年起降能力為6000架次公
務機，目前正在計劃新建新的機庫；此外，浦東機
場也將新建一個公務機基地，與虹橋機場不同，浦
東機場的公務機基地還會有專屬停機位。據悉，這

一計劃已進入可行性分析階段。
景逸鳴介紹，公務機不佔用正常商用民航航班

起降時間，利用後者飛行間隔起降。機場方面與空
管部門協調，試圖縮短普通客機的起降間隔，為公
務機製造出更多時間資源。

待新的公務機設施建成後，每年可保障1.5萬
架次公務機起降，去年兩機場公務機起降量為3800
架次，這一數據正以每年10%以上的幅度增長，可
見上海公務機發展潛力無限。

另一方面，為更方便旅客往來兩機場，景逸鳴
透露，兩大機場之間未來將建設一條快速鐵路通道
， 「這是一個既有的規劃，一旦建成，單程只需30
多分鐘，將大大方便轉場旅客尤其是商務客」。

浦東機場擬建公務機設施

上海清算所昨日宣布，正式推出人民幣遠期運費
協議中央對手清算業務。上海清算所首批推出了海岬
型船平均期租遠期運費協議（CTC）、巴拿馬型船
平均期租遠期運費協議（PTC）和超靈便型船平均期
租遠期運費協議（STC）三個產品的中央對手清算服
務。該所表示，下一階段將考慮向鐵礦石、動力煤等
與航運相關的大宗商品價格指數衍生品市場拓展中央
對手清算業務。波交所16日上午在上海清算中心推出
了基於波羅的海指數的 「人民幣計價遠期運價協
議」。

以人民幣計價的遠期運費協議交易於去年12月10
日開始試運行，昨日正式推出。人民幣遠期運費協議

中央對手清算業務指在中國境內由經紀公司幫助達成
交易、以人民幣計價和清算結算的遠期運費協議產品
，由上海清算所提供中央對手清算服務，在規範、專
業的風險管理體系下，即使原來交易對手方違約甚至
破產，所達成人民幣遠期運費協議的權利義務也仍然
可以確保得到履行。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謝多指出，人民幣
遠期運費協議等航運金融衍生品是場外金融市場的重
要組成部分，人民銀行積極支持上海清算所向其拓展
中央對手清算機制，進一步體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
功能，同時提升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管理水平。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表示，人民幣

遠期運費協議中央對手清算業務對於深化上海在全球
航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競爭力、協同推進上海國際金
融和國際航運雙中心建設，確立上海全球性人民幣產
品清算中心地位等，都具有戰略意義。

據悉，運費波動是航運市場主體面對的共同風險
，對於大宗商品採購企業、進出口商等航運需求方，
運輸成本難以控制，嚴重影響企業盈利能力；對於船
東、航運公司等航運供應方，運費收入波動較大，導
致短期資金壓力和長期盈虧不確定性。遠期運費協議
作為一種運費風險管理工具，具備套期保值和價格發
現的功能，有助於企業管理遠期運費風險。具體而言
，航運相關企業在現貨市場進行船舶租賃交易的同時
，可在遠期運費協議市場買入反向協議以鎖定成本或
利潤。

人幣運費期貨清算服務推出

公務航空服務供應商香港商用飛機（Metro jet）昨在
滬公布，與珠海瀚星通用航空組建合資企業美捷瀚星和拓展
中國市場的計劃。美捷瀚星在珠海機場設有一處維護、修理
和大修（MRO）設施，為客戶提供飛機維護和航空服務。
該設施包括1.5萬平方英尺的機庫和倉庫。

另外，香港商用飛機正式加入由民生金融租賃股份公司
（MSFL）發起和組織，並獲中國民航總局支持的中國公務
機聯盟。民生金融租賃股份公司是目前市場佔有率最大，及
首家為中國公務機市場提供專業航空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

香港商飛合資拓內地市場

日圓持續貶值，巴克萊證券分析指出，料日本三大船企
日本郵船（NYK）、商船三井（MOL）和川崎汽船（K
line）或因此受惠，若以日圓兌美元在95水平計算，截至上
月底止財年稅前利潤可增加516億日圓（約5.27億美元）。

據外電報道，巴克萊證券日本分析師Ryota Himeno表
示，貨幣匯兌收益大增，將幫助日本船公司增加收入，降低
因運力過剩和全球低迷所受到的影響。

日本郵船早前表示，日圓兌美元每跌1日圓，則能為截
至上月底止財年帶來額外11億日圓的盈利。而商船三井和川
崎汽船也分別表示，上述跌幅能為公司分別帶來9億和5億日
圓的盈利。彭博分析師預計，日本郵船截至上月底止財年淨
利潤為290億日圓，較一年前預測的89億高出逾3倍。而商船
三井和川崎汽船也能獲得優於預期的盈利。

日三大船企收入料增516億圓

政府連環出招，加上銀行上調按息，令本港樓市交投進
入 「冰封」狀態。但有日本金融機構無懼市況，加入本港競
爭激烈的按揭市場。自雙辣招一出，市民已難作九成以上的
按揭貸款。有見及此，日立金融香港昨日夥拍經絡，推出高
成數的按揭優惠，最高可作九成半按揭，希望協助上車客上
車。

若客戶作九成或以下按揭，該按揭計劃首3年按息為
P-3%（P為5.25%），9成以上按揭首3年按息為P-2.75%，
兩者第四年起按息為P-1.5%。有關按揭計劃免保費，但收
取手續費，費用介乎0.25%至1.75%，視乎按揭成數而定。供
款人亦需作壓力測試，而供款佔入息比率最高為五至六成。

日立金融香港執行董事康樂強表示，是次計劃每宗借貸
金額最高為500萬元，即約按揭物業價格520萬元。而是次為
日立首次推出九成半按揭計劃，罰息期為兩年，首年及次年
的罰息率分別為2%及1%。被問及會否擔心樓市逆轉令信貸
風險上升，他表示，集團批核按揭成數時需考慮申請人質素
及還款能力，故有信心控制按揭風險。至於被問及計劃的為
期多久，他表示，計劃推出的時限及規模需視乎市場反應。

而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表示，經絡上周
透過電話訪問了321客戶，發現73%受訪者認為收緊按揭影
響置業意欲，另有逾八成受訪者認為高成數按揭產品對置業
有幫助。而根據最新數字顯示，經絡客戶採用七成至九成的
按揭使用比例突破兩成，可見高成數按揭計劃的發展空間不
足。

日立金融夥經絡推95%樓按

早在2010年，波交所倫敦總部就有中國的員工
了，未來將考慮讓他們到中國辦事處工作。他在第
九屆貿易風中國海事高峰論壇上透露，繼在新加坡
成立辦事處後，該所今年將在上海設立中國辦事處
，擁有中國本土員工。在佩恩眼中，亞太地區是航
運市場變化最大的地區，波交所需及時作出反應，
因此在2005年成立了新加坡辦公室，並於幾周前升
級為子公司，目前波交所亞太地區是以新加坡作為
中心。

他說， 「波交所希望能反映中國、新加坡等亞
洲航海國家的市場變動情況，並將把新船的節能設
計也反映到數據編撰裡，讓用戶看到市場最新變化
。」目前波交所在新加坡工作時間結束後，會對一
些主要貿易路線上的數據進行公布，包括TC4、
TC7、TC10、TC11、TC12成品油航線，是在北京
時間的16時發布；亞洲超靈便型船是在13時發布；
全球海岬型船指數是在18時發布。」

部署發布三個指數
但是，18時在中國已經是下班以後了，故目前

該所正考慮在亞洲的工作時間當中來發布海岬型船

指數。他透露，波交所將會推出新的巴拿馬級船舶
指數，會在上海的工作日中間來發布，此外還會發
布一個 「印度尼西亞─中國煤炭指數」，很快就會
上線。

另一方面，波交所已經推出標準船型數據10年
了，但隨各種船型噸級的逐漸擴大，如超大型船
的出現，原本的標準船型指數已不能涵蓋全部船型
。佩恩說， 「這些都是需要在指數中反映的，此外
還有航線、壓艙成本、交易量平衡等方面，都要收
集數據進行反映。」他強調，未來會關注更多新型
船。 「這對於波交所來說有很大壓力，要確保所提
供的指數能反映市場每日的變化」，佩恩說。在轉
型中，波交所會經歷協調和觀察的過程，比如靈便
型和超靈便型的船，經過三個月來觀測這兩型船在
市場的比例，根據市場的合同來進行指數轉型的調
整。一些老船型還是會和新船型並存，但是慢慢的
根據市場情況，波交所將更多關注於新的船型。

波交所亦注意到租船權限，尤其在乾散貨領域
已經向亞洲進行了轉移；新的航線也已產生，尤其
是超靈便型船。 「波交所能夠調整一攬子的指數權
重，來反映全球貿易的新權重變化。」

▲佩恩透露，已在上海清算所推出 「人民幣計價遠
期運價協議」 ，波交所中國辦事處也將於年內在滬
設立 楊楠攝

▲日立金融香港執行董事康樂強（左三）及按揭及私人
貸款經理麥雅倫（左四），與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
析師劉圓圓（左二）及高級副總裁馮君培（左一）

▲公務機參展商展出30架最新型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