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集团
这三大石油巨头去年收成几何"

!"日#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与中国石
油大学联合在京发布$中国油气产
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
%!#$$%!#&!&'%以下简称 $蓝皮

书'&(记者从出席发布会的中国石
油企业协会秘书长彭元正处了解
到)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中石油!中
石化!中海油集团三大油企的净利
润之和达到''!(亿元)相当于每天
进账)*$$亿元(

中石化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万亿)在三巨头中最高)但其
$$"!亿元的净利润明显少于中石
油集团(三巨头中的*小弟+中海油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亿元)净利
润-"$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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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年报中看到)!.$$年
中石化职工费用高达,$+亿元)

比上一年增加()亿元)占经营费
用总额的$/(0( 目前董事长傅成
玉没有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该
公司总经理王天普年薪最高为
)-/!万元) 比!.$.年略高$/+万(

副总裁张建华年薪)(/$$万)其他
高管年薪在++万至".万之间不
等( 在民众纷纷抱怨油价破八
的同时)中石化的企业业绩和员
工高福利也引发了公众质疑(

记者致电中石化总公司)董
秘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职工费用
增加的()亿主要用于增加一线
员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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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有关 *库存+ 的最新数据显
示)!.$!中国+..强房企的库存已达到
,/)),+万亿元) 存货均值同比增加
+./',0) 增幅较!.$.年进一步攀升
"/,(个百分点) 平均每家+..强房企的
存货已达到))/-)亿元)创历史新高(

除此之外)据统计)目前沪深两市
'!家上市房企发布的!.$$年年报显
示)!$家公司的存货同比上升)占比为
"+/"'0,(家房企去年年底存货同比增
幅超过'.0(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钟伟曾对媒体表示)据测算)!.$!年开
发商因房屋库存需要支付的资金成本
约为',+.亿元) 而!.$$年房地产全行
业赢利也不过+...亿元左右(

如果!.$!年销售额再下降) 则房
地产行业整体上将接近盈亏平衡的边
缘(

有业内人士分析) 房地产行业进
入 *冬天模式+ 后) 下一轮将进入
*全员卖房+ 模式) *全员营销+ 时

代已经来临(

01234356789:

'月楼市成交量显现出回升之势(

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发布的最新报告
显示)上周被监测的,.个城市中)成交
量同比下跌的城市维持在+成以下( 而
重点城市中) 仅天津成交量出现同比
微幅下降)其余城市皆上涨(

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目前来看楼
市热度有所回升) 但从绝对成交量来

看成交仍处低位) 能否持续回暖仍有
待观察( 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显示)各
地楼市普遍开始推行 *以价换量+)由
此成交量出现暖意(

据统计) 上周被监测的,.个城市
中)舟山同比降幅最大)达-$/.-0( 其
次为大连)同比降幅达()/,"0(其他城
市同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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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一年的首套房贷利率优惠

*再现江湖+(

近日) 记者走访北京地区多家银
行发现)进入'月以来)在监管层强调
全面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背景
下) 北京地区已有不少银行开始下调
首套房个人按揭贷款利率) 下调幅度
从+0到$.0不等(

四大行中)工行-建行维持基准利
率)而农行!中行可以执行九折利率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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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线缆系统存在故障隐患)'月!"

日宝马在全球召回总数约$'.万辆汽
车(其中)中国将召回$!.!,"辆(宝马公
司发言人说)这是公司*最近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一次召回行动(

宝马公司表示)后备箱电瓶电缆包
裹层没有正确安装)可能造成电气设备
故障以及启动问题)在极端情况下可能
引发烧焦和火灾(不过)宝马公司称)尚
未接到任何因为这一缺陷而引发交通
事故或者人员伤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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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表示)两

次调价后公司炼油盈亏已可承受(

年报显示) 中国石化去年炼
油亏损高达'("/.-亿元( 这是自上
一轮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以来)首
次曝出全年炼油亏损(

*最近这次成品油提价后)近期
公司炼油板块的盈亏状况已是.总体
可以承受/(今年以来)国家已经两次
调高成品油价格)频率明显提高( 对
此)傅成玉指出)*调肯定比不调好( +

*至于定价权会不会下放)我

想还是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机制(如
果立足于市场化的改革机制)则还
是应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式(

目前改革仍在酝酿与征求各
方意见的过程中( +傅成玉对记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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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直被视为白酒业涨价
*领头羊+ 的茅台) 近九年来首次降
价(事实上)顶着*国酒+的光环)茅台
的话题一直不断(

从今年两会期间热议的*三公消
费喝茅台还是拉菲+的争议)到众所
周知的*假货横行+(

茅台)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奇
品牌在新时代下)拥有的不光是光荣
与梦想)还有争议与危机(

'月!!日)记者在京客隆超市烟酒
专区了解到) 今年!月上旬+'度飞天
茅台!!))元)然而)最近他收到上级

代理商的降价通知)每瓶批发价下降
$..多元) 这也是九年来茅台的首次
降价(

除了茅台之外)国内不少高端白
酒的价格也在下降(据了解)+!度-五
粮液$"$--国窖$+('等高端白酒价格
也出现下跌)平均降幅在$.0左右(

业内人士-$酒美0 生活'杂志主
编李晓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茅
台降价的起因是因为两会期间有代
表提出三公消费不能消费茅台酒)这
无疑是一个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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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原法院庭审的一起交通事
故本来很普通)可是)因为伤者告肇事
车主- 保险公司索赔交强险医疗费$/!

万元)超过了*规定+的$万元)案子一下
子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 采访中)

很多律师都几乎一致呼吁)保监会应根
据实际状况) 定出更加合理的赔偿限
额(

去年)月$$日)时$.分许)徐先生开
车在途经陇海西路与永庆路交叉口时
与一辆公交车相撞( 公交车上的几个
乘客受伤(其中乘客吴女士被医院诊断
为外伤后脑震荡综合征及软组织损伤(

吴女士代理人高律师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 他们索要的医疗费赔偿是$/!

万余元)*虽然这个费用比规定的$万要
多)但是)我还是觉得法院应打破这个
限额的$万元赔偿规定( +

徐先生父女俩认为) 他们购买有
交强险和商业险)*对于吴女士的损失)

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赔偿)

过高的部分)不予赔偿+(

保险公司代理人则强调1*根据交
强险条款) 医疗费限额包括医疗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我公司愿意在
三项$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

本案的法官牛乃洪透露)在郑州市
区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

据不完全统计)人身受到伤害的当事人
的医疗费超过$万元的案件比例占到案
件总数的,.0左右(

惠济区法院民庭的陈法官也认可
这个数据( 但是最后法院判决时)能打
破交强险规定的限额$万元的不多(*交
强险医疗费赔偿最高$万) 撞死可获$$

万元赔偿)这不是诱导人家撞伤还不如
把人撞死吗" +有部分律师还提出了这
样的质疑(

对此)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华阳也呼吁)作为保监会)应根据现有
的实际情况)物价上涨-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及时调整保险赔付
的相关费用) 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来制定个更科学- 合理的交强险医疗
赔偿数额来+) 不能让受害人流血又流
泪)还要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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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券商报告称)蒙牛受去年
年底牛奶出现问题影响)今年$月销
量下跌,至+成) 蒙牛执行董事兼首
席财务官吴景水回应称) 销量确实
受影响(

蒙牛去年的问题牛奶事件是指
在!.$$年$!月的圣诞节日期间)国
家质检总局从蒙牛眉山工厂检出产

品含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1$超标(

蒙牛乳业$!月!-日在港交所发
表公告)称蒙牛牛奶中含强致癌物质
黄曲霉毒素1$是由于眉山当地个别
奶牛养殖场饲料发霉和变质)奶牛在
食用这些饲料后使原奶中的黄曲霉
毒素1$超标(

吴景水表示)蒙牛公司将通过不

同措施保证销售目标完成) 并指销售
符合预期( 但他没有提供实质数字(

蒙牛财务总监兼公司秘书郭伟
昌表示)由于'月份尚未完结)第一季
数字稍后再公布(

蒙牛乳业!(日在港交所发布了
!.$$年业绩报告(

截止!.$$年$!月'$日)蒙牛销售

收入'('/-(-亿元人民币)较!.$.年的
销售收入'.!/"+,亿元增长!'/+0(

而以奶粉业务为主的其他乳制
品收入增长+$/-0至,/!-亿元) 占集
团总收入$/!0(

不过这一块全年仍亏损!$$)万
元)较上一年的亏损!+$-万元稍有好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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