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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木業疫下求變

A4

綠色金融潛力大
近年隨全球面臨愈來愈嚴重的氣候
變遷問題，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日
漸重視低碳、具環保效益的項目，因而
帶動了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尤其是綠
色債券發行量急速上升。有金融數據調查機構發表了
《全球綠色債券的報告》，2019 年全球綠債發行額
達 1734 億美元，較 2018 年上升 31%。另外，有氣候
債券倡議組織估計，2030 年前，全球將需要 90 萬億
美元綠色投資，用作對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

計出
新角度

堅守不裁員 生意不跌反升

這兩年，香港不少公司都受到疫
情和社會動亂影響，在這樣的社會
大背景下，卻有一些企業逆勢而
上，在相對不景氣的環境下拓展新
的業務，業績不但沒有因為疫情轉
差，反而更有所突破。同生木業就
是其中一間。面對困境開展新的業
務，公司不但沒有裁員，營業額對
比疫情之前還有 20%的升幅。
香港商報記者 姚一鶴

多國建立綠色金融體制

同生木業及洪記金屬回收以集團式經
營，由鄧廣洪及郭鳳蘭夫妻於 1959 年一
起創辦，至今已有 62 年的歷史。上世紀
50 年 代 鄧 廣 洪 從 中 國 內 地 偷 渡 來 到 香
港，認識了郭鳳蘭，前舖後居之處原本是大片濕地，
夫妻二人最初在山上撿柴回村售賣，後來被建築商看
中，夫妻二人開始轉型，把木材不好的位置砍為木
柴，留下優質部分轉售給建築商。鄧廣洪已經仙逝，
郭鳳蘭今年 80 多歲，身體依然硬朗，有時候還會幫
做些瑣事。
郭婆婆告訴記者，當年才 20 歲出頭，已和丈夫開始
木材生意，那時候她主要負責對外銷售和客戶。當時
沒有吊車，所有工作都靠人力，靠一雙手幹活，一捆
木材有約 100 到 110 斤木頭，一天下來可以打包 40 到
50 捆。
對於下一代的接手，郭鳳蘭很欣慰，因為這份不容
易的家族產業至今經營的很不錯，下一代不但能夠守
業，還能夠在此基礎上創業，越做越好。

疫境
自強

第二代經營風生水起
夫妻二人共育有 9 名兒女，第二代已接手公司超過
20 年。公司現由眾子女中的 3 位共同接手。大兒子陳
業華擔任董事總經理，負責香港業務的管理及銷售工
作。二兒子陳根水出任董事及資訊科技總監，負責 IT
及網上推廣和宣傳。執行董事及總經理由八女兒鄧鳳
蓮擔任，主理海外市場、對外關係、人力資訊及行政
工作。鄧鳳蓮自豪地說，兄妹幾人分工合作，生意有
聲有色。
談到何時開始打理家業，鄧鳳蓮告訴記者，其實 4
歲開始就在工廠裏幫大人捆紮木材。她又透露，父親
是個要求嚴格的人，曾說 「想要吃飯，大家都要出
力」，因而兄弟姐妹幾人從小都會在公司幫忙，而自
己從小身體就比較健碩。
鄧鳳蓮帶記者參觀倉庫，雜而不亂，金屬回收和木
材行當有條不紊的放在不同區域。她介紹稱，如今公
司早已不是靠雙手做工，大部分是靠專業設備，目前
有 10 名員工，疫情爆發後沒有考慮裁員。

▲鄧鳳蓮透露，公司快將推出木質組合屋，供市民
在假期時散心居住。
記者 馮俊文攝

營業額超越疫情前水平
鄧鳳蓮說： 「疫情和社會動亂曾導致我們的營業額
下跌 70%，後來我們將業務重心轉移至回收方面，比如
某家公司倒閉，就幫忙做清理回收。到去年 9 月，公司營
業額就恢復到疫情初期之水平。如今比疫情之前還提
高了 20%左右，可惜仍未回到社會動亂前的水平。」
鄧鳳蓮又談到，目前香港專業做木材回收的公司已
經沒有當年多，緣於港府對該類企業要求很高，須符
合相應的環保要求。兄妹幾人都齊心協力，從以前做
舊木材生意居多，到如今做新木材生意居多。
「因應不同客戶的需要，我們出售全新的木材，然
後將之回收再出售，從環保角度看也是一個新的進
展。」鄧鳳蓮如是說。
「接手公司後，我們陸續引入各類型機器、鏟車及
吊機等，取代人手操作。我們又親赴海外採購不同類
型的優質木材，以及嘗試接軌中國內地、香港及海外
的貴金屬市場。」鄧鳳蓮談到，曾在 2018 年專門前往
芬蘭實地考察芬林梅沙木業生產的優質雲杉膠合板、
樺木膠合板及雲杉層積板，更促成同生木業成為其香
港及澳門的獨家總代理。

推組合屋瞄準宅度假客戶
「疫情之下，好多人都只能夠留在香港本地，不能
出去，很多新興行業孕育而生，比如 Staycation(宅度
假)，這一年多露營受到很多本地市民歡迎。」鄧鳳蓮
說： 「我們正是看到這樣的機會，籌劃新業務木質組
合屋。我們在香港推廣建設一些木質建築，面積不
大，供市民在假期時散心居住。」她透露，正與幾家
公司聯手推進這個項目，很快就會有成品推出。

人造鑽石玩死珠寶商
如果有一天，科學家製造出經基因改
財經 造人，身體結構與真人 100%相同，個個
縱橫 都是健康高 IQ，更是俊男美女完美無
瑕，與正常人的差別，僅在於他們是由
機械子宮生出來的。請問這些基因改造人算不是人類
呢？這恐怕是一條很難回答的宗教、哲學及道德問題
吧。其實，上述故事早已在珠寶界發生，不過主角不
是人類，而是鑽石。
近代最成功的商業促銷手法，首推將愛情與鑽石扯
在一起的廣告噱頭，連累不少男人沒錢買鑽石，連老
婆都娶不到！
最近全球大型珠寶商潘多拉(Pandora)宣布，將停止
使用開採的天然鑽石來製作珠寶，新產品將改用實驗
室生產的人造鑽石。總部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的潘多
拉，生產的珠寶首飾量位列世界前茅，去年生產 8500
萬件珠寶，售出 5 萬顆鑽石。該公司決定棄用天然鑽

石，改用人造鑽石，目標是 「通過可負擔、可持續發
展的產品來改變鑽石珠寶市場」，可說轟動珠寶業
界。
要知道，全球鑽石產業主要掌控在猶太人手上，尤
其受鑽石巨企 De Beers 左右，很長時間鑽石價格一直
居高不下，但到了上世紀 70 年代初就發生變化。一位
前蘇聯科學家 V. V. Osiko，在莫斯科列別捷夫物理
研究所發明了用人工合成方法，製造出人造鑽石，在
1976 年開始逐步投入商業生產。

鑽石升值有限
由於人造鑽石合成方法，由前蘇聯發明及最先使
用，故人造鑽石又稱為蘇聯石、蘇聯鑽、鋯立晶、方
晶鋯石、高碳鑽、泛美鑽、俄羅斯鑽及碳鑽等。近年
天然鑽石價格升不上去，與人造鑽石的競爭脫不了關
係，據珠寶行業的朋友透露，天然鑽石的成本約相當

鄧鳳蓮與母親郭鳳蘭。 相片由被訪者提供

助力《變形金剛 4》
香港拍攝
除了專營木材行業，家族的另一項業
務洪記金屬回收，主要包括回收各類型
小故事
金屬、建材、五金及機械、工廠機器、
大小型冷氣、庫存及退港貨等。據鄧鳳
蓮介紹，2017 年公司曾經協助過美國電影《變形金
剛 4》製作團隊在香港的拍攝。
鄧鳳蓮道來， 「那時候劇組聯繫我們，希望我們
可以提供一些金屬道具，作為拍攝背景的需要。他
們首先到我們公司選擇需要的道具。隨後，我們利
用一天的時間，把廢舊金屬送到了他們要求的佐敦
拍攝地點並布置好。拍完後，再利用一天的時間將這
些金屬廢舊物進行回收。提供及回收的一條龍服務，
這樣我們既能賺兩份錢，同時也達到環保的目的。」
金屬回收業務方面，重要交易有 2018 年的一個大
型船隻回收項目。公司在中國內地回收了一艘 2500
噸的報廢船，由內地船廠將其切割，洪記金屬安排
躉船運回香港，再轉售給東南亞買家。
姚一鶴
於人造鑽石的十倍以上。
必勝有位老友大戶菲立投資珠寶行業多年，經營高
檔品牌天然鑽石生意，他慨嘆道近年人造鑽石越來越
多，生意越來越難撈！菲立提供了一些鑽石行情數據
圖給必勝研究，原來自 2007 年至 2019 年，各類天然
鑽石的價格均從高位反覆回落。同期由於 2008 年金融
海嘯後，全球央行爭相量化寬鬆，地產、股市及各類
投資產品價格都急升，黃金價格同期升了 155%，鑽石
雖然亦有升幅，但升幅普遍低於三四成，明顯跑輸其
他投資產品。由於珠寶業界持有眾多鑽石，庫存沒有
多大升值，當然牙痛咁聲。
許多人都知道，鑑定鑽石標準是 4C(切割、顏色、
淨度和克拉重量的縮寫)，為美國寶石研究院(GIA)首
創，人造鑽石也符合鑽石 「
4C 標準」，而且更加完
美無瑕，反而天然的鑽石有不同程度的雜質和瑕疵。
男人們如果買人造鑽石送給女友，怕女友不高興，可
用環保來做藉口，減少開山劈石發掘天然鑽石，對大
自然始終是好事。
必勝
（逢周一刊出）

【香港商報訊】 在疫情下，不少港人留在家中，與家人摰愛一同製作美
食，在家烹飪，享受小浪漫，屈臣氏特意熱推韓國人氣品牌 Modori 廚具系
列，以完美堆疊、實用收納設計，即使空間狹小，也能完美的收納的高顏值
鍋具，送禮自用皆宜，讓您享受簡約小確幸。
即日起至 7 月 1 日期間，全線屈臣氏分店及網店同步開始換購，易賞錢會
員購物滿港幣 50 元，即可賺 1 個 Modori 電子印花，買指定產品 1 件更可賺多
1個電子印花，儲滿指定數量的電子印花，可以低至66 折優惠換購Modori廚
具系列三款限定廚具，包括純白鍋具組 (1 套 3 件 ) 、簡單獨享碗盤組 (1 套 7
件)，以及無痕砧板(可可色/暖粉色)。

白鍋具組可在電磁爐、煤氣爐、焗爐上使用，20 個電子印花加898元換購。

港基「3‧28齊出發Get Moving」線上步行共籌20萬
【香港商報訊】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港基)多

年來心繫社區，一直熱心籌辦及參與慈善活動；
雖受疫情影響，亦無礙港基員工的善心。今年港
基首次舉辦「3‧28齊出發Get Moving」線上慈善
步行籌款活動，實踐以運動行善，同時鼓勵員工
抗疫時不忘注意保持健康。是次活動得到員工踴
躍支持，逾200名員工身體力行參與線上步行，於
活動期內總步數達到超過700萬步；而母公司長江
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透過愛心捐
款鼎力支持活動，令是次活動合共籌得20萬元善

款，並全數撥捐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
以支持本地兒童及家庭服務。
「3‧28齊出發Get Moving」線上慈善步行籌款
活動參加員工須於3月28日至4月6日期間最少完成
10,000步，形式不限，並邀請親友透過網上捐款支
持。為配合是次活動，港基於今年首季舉辦以
「健康生活每一天」為題的關愛員工活動，管理
層於探訪前線員工的同時，帶領員工做手部及伸
展運動，鼓勵他們多做運動，一同展現活力，分
享快樂。

仁愛堂即時撥款助寶達邨大火案解燃眉之急

屈臣氏獨家熱推人氣Modori韓系廚具系列

港基首次舉辦「3‧28齊出發 Get Moving」線
上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為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
善基金合共籌得20萬港元善款。圖為長江實業集
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趙國雄(右三)及港基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謝加利(右二)，致送一張20萬
港元的善款支票予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
代表。

http://www.hkcd.com

當前許多國家正積極建立綠色金融體制，以支持綠
色債券市場發展。以全球最積極推動減碳經濟的歐盟
為例，在其 7500 億歐元的歐盟復蘇基金中，原本只
有 25%的預算用於發展對抗氣候變遷，但最終在歐盟
主席要求下提高至 30%，但這樣的資金仍不足以達成
《巴黎氣候協議》所議定的目標。如果要達到目標，
直至 2035 年前全球每年要投資 2.4 萬億美元於減碳以
上。
德國政府早前也規劃新的綠色金融政策，推動對氣
候保護計劃的投資。計劃指出，聯邦政府希望將德國
發展成永續金融的領先地區。這項計劃與聯合國的永
續發展目標一致，旨在支持歐盟在 2050 年前實現碳
中和，要達成這項目標歐盟職委會預估每年需要投資
3500 億歐元。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桂平近日表示，人行將立足
於強化金融支援綠色低碳發展的資源配置、風險管
理、市場定價的三大功能。
綠色債券始於 2007 年，早期以歐美市場為主。自
2016 年起，亞洲地區也成為綠色債券發行的重要區
域。2019 年，綠色債券發行量佔全球債券發行量共
2.2%，中國是發行量最高的國家，其次是美國和法
國。
港府先後於 2019 年 5 月及今年 1 月底發行綠色債
券，而第二批總值 25 億美元的政府綠色債券，更是
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綠債交易。作為金融中心的香
港，值得反思綠債市場的潛力。
英國切斯特大學金融科技及數據分析教授 梁港生
(逢周一刊出)

首季業績亮麗
中石化展升浪
近期油價反覆向上，令三桶油備受矚
目，而中石化(386)此前公布了首季亮麗
業績，股價自 5 月首個交易日起從 3.8 元
上升。
中石化截至 3 月底止的首季業績錄得虧轉盈賺
185.43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上 年 同 期 蝕 逾 190 億
元；每股盈利 0.153 元。經營收益 287 億元。勘探及
開發板塊除稅前利潤 30.72 億元，按年增長 54.1%。
煉油板塊、化工、營銷及分銷板塊扭虧為盈，除稅前
利潤分別為 198.85 億元、89.33 億元及 85.5 億元。
中石化副總裁黃文生於季績會議上表示，公司今年
首季業績表現持續向好，預期今年全年可繼續保持增
長勢頭。而首季液化天然氣(LNG)進口量約 520 萬
噸，進口量較為穩定但業務略有虧損，預期今年全年
LNG 進口量介乎 1700 萬至 1750 萬噸，會採取短中長
約及現貨採購等不同貿易方式控制成本。

市場
慧眼

股價走勢偏強
中石化管理層指，今年首季煉油業務表現較好，由
於油價上行，該業務首季錄得約 88 億元的庫存收
益。至於內地化工市場需求恢復增長，產品價格上
升，公司通過調整結構等抓緊市場機會，令業務首季
有較好表現，相信未來內地市場需求繼續旺盛增長，
加上全球疫情改善帶動需求回升，有利業務發展。
另外，中石化管理層提到，去年生產天然氣 302 億
立方米，今年起計 3 年分別計劃生產 340 億、380 億
及 42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其中今年頁岩氣產量約
106 億立方米，明年增至 120 億至 125 億立方米，由
於技術進步，估計未來頁岩氣生產成本會進一步下
降。
股價方面，周線圖顯示中石化形成了「穿腳破頭」信
號，走勢偏強，投資者可於 4.1 元（港元，下同）之下
買入，短線目標 4.7 元，中線有望測試 5.15 元阻力。
高寶集團證券執行董事 李慧芬
（逢周一刊出）
【香港商報訊】秀茂坪
寶達邨上月中發生奪命火
警，達喜樓5樓一單位因客
廳電動按摩椅的鋰電池過
熱引發火警，導致三代同
堂的六口之家4人死亡，2人
受傷。仁愛堂董事局即時決議，透過仁
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即時撥款港幣五萬元予
以援助，盼為受災家庭提供到最即時的緊急經濟援
助，以解燃眉之急。仁愛堂第四十二屆董事局對火災
事件非常關注，陳承邦主席對事件深表哀痛，冀望善
款能及時幫助個案家庭，並願逝者安息，傷者早日康
復。
災禍無情，仁間有愛，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
計劃於2009年成立，分為「應急錢援助」及「支援
服務」兩部分。應急錢援助為本港受意外或災禍影
響的家庭提供即時的經濟援助，計劃已經為超過
140個不幸家庭伸出援手；支援服務為弱勢社群提供
現金與物資援助，以改善生活質素，至今已服務超
過1760個家庭，累積資助金額超過港幣485萬元。
仁愛堂為本港六大慈善機構之一，自30年代開始建
立中醫診所，贈醫施藥，展開救貧賑災的工作。為配
合社會的發展及需要，本堂於1977年註冊為非牟利慈
善團體，以「匡老扶幼、興學育才、助弱保康、關社
睦鄰」為宗旨，為巿民提供社會福利、醫療、教育、
康體、環保及社會企業等服務。現有服務單位接近
170個，遍布港九新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