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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新年寄语

致吉宝全体同仁：

2018年是吉宝企业成立50周年纪

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通过许

多代吉宝员工的辛勤工作和奉献，

公司从一家普通的修船厂发展成为

今天拥有多元业务的跨国公司。一

路走来，吉宝不断地发展、适应和

克服无数挑战，因为我们坚信，如

果我们全身心投入，就一定能克服

一切障碍。

我们刚刚结束了吉宝发展史上非常

重要的一年。最近，吉宝岸外与海

事同美国、巴西和新加坡刑事当局

就巴西贿赂案达成了全球解决方

案，让我们结束了集团发展历程中

困难的一章。这些真相的披露一定

让吉宝员工感到惊讶，同样地，当

内部调查最初揭示问题的严重程度

时，我们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也

有同感。惩罚是痛苦的，会给我们

带来打击，但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

未来的盈利弥补经济上的损失。假

以时日，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回应，

我们也能重新赢得失去的信任。

在过去一年中，在岸外与海事行业

持续面对挑战的背景下，吉宝员工

们努力交付项目、开拓新市场，为

公司创建新的业务和发展动力，并

努力推进创新，促进内部的协同合

作，共谋发展。

我们的努力带来了可观的成果：我

们交付了世界上第一艘改装而成的

浮式液化天然气船，开始建设标志

性的吉宝滨海东海水淡化厂，赢得

了香港首个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的竞

标，成功推出新的吉宝KBS美国房

地产信托，等等。虽然我们的岸

外与海事业务仍面临挑战，但我们

其他的业务分支都加快了前进的步

伐，其中房地产是最大的贡献者。

在 公 司 内 部 ， 我 们 也 开 展 了

Autobots和HaRmony这些转型项

目，将公司的基础架构数字化，统

一集团的财务、工资单、采购和人

力资源职能，这将使我们在未来的

数字经济中获得更高的效率和实现

更好的管控。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利益相关

者，都越发清楚地意识到，吉宝不

仅仅是一家由拥有共同名字的多元

化子公司组成的集团，更是一个集

合多家子公司的商业系统，共同为

可持续城镇化提供有力解决方案。

作为“同一个吉宝”，我们将更新	

我们的使命以阐述这一共同的目

标：“在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

指引下，为可持续城镇化提供解决

方案，成为一个安全至上，并对所

转第4页

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成功企业。”

更新后的使命将立即生效。它更贴

切地反映出集团当前的重点，也可

帮助我们更好地为未来做好准备、

准确定位，以在国际市场中保持竞	

争力。

2017年，我们成立了新的业务单

位	—	吉宝城镇化方案，旨在为集

团提供一个可整合其多元业务能力

的平台，更好地与拥有相似投资意

向的联合投资者合作，在城镇化的

大趋势中把握机遇，成为大型城镇

化项目的主体开发商。无论是打造

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如中新天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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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城），还是创新智慧城区（如西

贡体育城），亦或是开发运营液化

天然气解决方案，或节能的数据中

心，我们都可以通过合作和发挥集

团多元业务的协同效应，将业务发

展得更好。

世界正在迅速发展，许多传统行业

都面临严峻的挑战。想要在这个瞬

息万变的世界中蓬勃发展，我们需

要创业和创新精神。吉宝有着悠久

的创新历史，但我们需要更快的速

度和更大的规模。这并不意味着我

们可以不顾风险管理和审慎理财的

经营理念，但我们必须做好迎接新

尝试的准备，并更加广泛地推广创

新精神和企业精神。

最近，我们宣布将于2018年1月

成立Keppe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吉宝科技与创新”，

简称KTI）部门，以加强吉宝对创新

的关注，并成为变革的催化剂。通

过KTI，我们旨在改变集团对研发

和创新的看法	—	对于创新，我们

要做到的不只是循序渐进，更要敢

于颠覆市场、甚至颠覆我们的业务

和产品！除了关注产品和流程的创

新，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创建、提

升和获取价值。这将包括商业模式

和工作方式的创新，以及如何通过

与第三方的合作加速变革。

为了进一步树立一个开放、包容、

自由交流的企业文化，我们将首

先在吉宝企业和吉宝企业服务员

工内部启动一个在线协作平台，任

何人都可以在那里建言献策，交流

想法。除了提升员工参与度，我们

希望其中某些讨论能促成工作流程

的优化，甚至成为集团的重要新举

措。如果这个在线社区获得成功，

我们将考虑在下属业务单位中推行

这个平台。

即使我们强调创业和冒险精神，我

们也必须严格按照国际法律和法规

运作。自2015年起，我们已经对

吉宝集团的合规及内部监控系统作

出重大改善。这些不仅仅是繁文缛

节，也是保护我们所有人和公司避

免任何过失的必要措施。我们“权

责合一”和“秉持诚信”的核心价

值观必须作为真北指引所有的吉宝

员工，因为我们在全球不同的司法

管辖区和复杂的环境中运作。

如今的企业不只肩负着将股东的回

报最大化的责任，而是需要综合衡

量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后以正确

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在我们继

续专注于开展业务的同时，我们也

越来越重视如何可持续地经营我

们的业务。我很欣慰地看到，吉宝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努力获得了认

可，我们继续被纳入道琼斯可持续

发展亚太指数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

际公司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吉宝

也是证券投资者协会（新加坡）首

届可持续发展奖的得主。

“安全第一”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之一，也是吉宝特征的关键要素。

在2017年，吉宝再次在新加坡工作

场所安全与健康奖的颁奖典礼上荣

获最多奖项。我们的安全绩效也得

到了改善。然而，尽管我们付出了

努力，但在这一年里我们痛失了三

New Year Message from the CEO 

Dear Keppelites,

2018 marks Keppel’s 50th anniversar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rough the hard work 
and sacrifices of many generations of Keppelites, the Company has grown from a 
humble shipyard to the multi-business, multi-national company it is today. Through it all,  
Keppel has been constantly evolving, adapting, and overcoming myriad challenges, driven 
by our firm belief that there is no obstacle we cannot surmount together, if we put our 
hearts and minds to it.  

We have just concluded one of the most eventful years in Keppel’s growth story. The  
global resolution that Keppel Offshore & Marine recently reached with criminal authorities 
in the US, Brazil and Singapore on the corruption payments in Brazil drew a line under 
what has been a difficult chapter for the Group. The revelations must have come as a rude 
shock for Keppelites, just as they did for the Board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when internal investigations first revealed the extent of the issues. The penalties are 
painful and will hurt us,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we can make up for the financial loss with 
future profits. In time, through our actions and response, we will also re-gain the trust  
that had been lost.  

In the past yea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ing downturn in the offshore and 
marine (O&M) industry, Keppelites worked hard to deliver our projects, enter new markets, 
establish new vehicles and engines for growth, and push ahead with our efforts to innovate, 
collaborate and hunt as a pack.  

We have much to show for our efforts. We delivered the world’s first converted Floating 
LNG vessel, comm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conic Keppel Marina East Desalination 
Plant, won the bid for Hong Kong’s first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Facility, and 
launched the new Keppel-KBS US REIT, among other initiatives.  While our O&M business 
still faces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other engines have picked up the pace, with property 
a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Within the Company, we have also embarked on transformational projects – Project 
Autobots and Project HaRmony – to digitise our infrastructure and harmonise the Group’s 
finance, payroll, procurement and human resource functions, which will allow us to reap 
efficiencies and achieve better contro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to stakeholder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at 
Keppel is not just a group of diverse companies that share a common name, but an eco-
system of companies working together to provide compelling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In line with being OneKeppel, we will be refreshing Keppel’s Mission to depict this  
shared purpose. Our Mission, which will be revised with immediate effect, will say, “Guided 
by our operating principles and core values, we will deliver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profitably, safely and responsibly”. The refreshed Mission more closely 
reflects the Group’s current focus, and will better prepare and position us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as we move ahead.

In 2017, we established Keppel Urban Solutions as a platform to integrate the Group’s 
different capabilities, and also to work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capture opportunities 
in the urbanisation megatrend as a master developer of large scale projects. Whether it is 
building sustainable townships such as the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or innovative 
smart districts such as Saigon Sports City, or developing and operating LNG solutions, 
or energy efficient data centres, we can do better by collaborating, and harnessing the 
synergies of being a multi-business group.

Companies today are not just expected to maximise shareholders’ returns, but to do so in the 
right manner, factor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ssues. As we continue to focus on 
executing our businesses well, we must also pay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running our businesses 
sustainably. I am heartened that Keppel’s sustainability efforts were recognised when we continu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DJSI Asia Pacific Index and MSCI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 among others. 
Keppel was also a winner of the Security Investors Association (Singapore)’s inaugural Sustainability 
Award.

Safety is one of our core values, and a key element of the Keppel identity. In 2017, Keppel again 
won the highest number of awards at the Singapore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wards. We have 
also seen improvements in our safety performance. However, despite our efforts, we lost three of  
our colleagues during the year.  We must soldier on in our safety journey, to ensure that everyone 
goes home safe, every day.    

Despite an eventful year, Keppelites gave generously of their time and talent away from the 
workplace, clocking over 11,000 hours of volunteer work, exceeding our target of 10,000 hours. 
Keppel volunteers brought cheer to more than 1,000 beneficiaries, including low-income families 
and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chronic illnesses. During the year, the Keppel Discovery Wetlands at the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which was restored with Keppel’s contribution, was officially opened 
by Singapore’s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It has attracte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visitors 
so far. Beyond Singapore, our CSR efforts have also positively touched lives in China, Vietnam, 
Indonesia and Brazil, among other places. Thank you Keppelites for contributing positively to the 
communities, wherever we operate.

As we celebrate our Golden Jubilee, let us draw inspiration from our proud heritage, learn valuable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work closely together as OneKeppel to build a stronger, more innovative, 
and more sustainable company - one that can outlast all of us.

I wish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a happy new year! 

Yours sincerely,

LOH CHIN HUA 
CEO  
KEPPEL CORPORATION

The world is evolving rapidly and many traditional businesses are being disrupted. To thrive 
in this fast changing world, we need to be entrepreneurial and innovative. Keppel has a 
long history of innovating for solutions, but we need to do so at a higher speed and scal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disregard risk management, or our operating principle 
of being financially disciplined, but we must be prepared to experiment, and expand the 
bandwidth for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company.

We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Keppe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KTI) will be established 
with effect from January 2018, to sharpen our focus on innovation and be a catalyst for 
change. Through KTI, we aim to change how the Group looks at R&D and innovation – 
not as an incumbent making incremental changes, but an audacious insurgent, ready 
to disrupt the market or even ourselves! Beyond pursuing innovation in products and 
processes, we should think about how we can create, grow and capture value.  This would 
include innovation in business models and the way we work, as well as how we collaborate 
with third parties to accelerate change.

To further foster an open, inclusive culture where ideas flow freely, we will launch a 
collaborative online platform, initially among the staff of Keppel Corporation and Keppel 
Enterprise Services, where anyone and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and exchange ideas. 
Beyond deepening staff engagement, we hope that some of these discussions would result 
in improvements in our work processes, or even new business initiatives for the Group. If 
this community takes off, we can consider implementing the platform across our other 
business units.

Even as we emphasise entrepreneurship and risk-taking, it is vital that we operate strictly 
within inter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ince 2015, we have put in plac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s to the compli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s systems across the Keppel Group. 
These are not just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but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all of us, 
and the Company, from any lapses. Indeed, our core values of accountability and integrity 
must serve as the true north to guide all Keppelites, as we operate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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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marks Keppel’s 50th anniversar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rough the hard work 
and sacrifices of many generations of Keppelites, the Company has grown from a 
humble shipyard to the multi-business, multi-national company it is today. Through it all,  
Keppel has been constantly evolving, adapting, and overcoming myriad challenges, driven 
by our firm belief that there is no obstacle we cannot surmount together, if we put our 
hearts and minds to it.  

We have just concluded one of the most eventful years in Keppel’s growth story. The  
global resolution that Keppel Offshore & Marine recently reached with criminal authorities 
in the US, Brazil and Singapore on the corruption payments in Brazil drew a line under 
what has been a difficult chapter for the Group. The revelations must have come as a rude 
shock for Keppelites, just as they did for the Board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when internal investigations first revealed the extent of the issues. The penalties are 
painful and will hurt us,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we can make up for the financial loss with 
future profits. In time, through our actions and response, we will also re-gain the trust  
that had been lost.  

In the past yea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ing downturn in the offshore and 
marine (O&M) industry, Keppelites worked hard to deliver our projects, enter new markets, 
establish new vehicles and engines for growth, and push ahead with our efforts to innovate, 
collaborate and hunt as a pack.  

We have much to show for our efforts. We delivered the world’s first converted Floating 
LNG vessel, comm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conic Keppel Marina East Desalination 
Plant, won the bid for Hong Kong’s first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Facility, and 
launched the new Keppel-KBS US REIT, among other initiatives.  While our O&M business 
still faces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other engines have picked up the pace, with property 
a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Within the Company, we have also embarked on transformational projects – Project 
Autobots and Project HaRmony – to digitise our infrastructure and harmonise the Group’s 
finance, payroll, procurement and human resource functions, which will allow us to reap 
efficiencies and achieve better contro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to stakeholder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at 
Keppel is not just a group of diverse companies that share a common name, but an eco-
system of companies working together to provide compelling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In line with being OneKeppel, we will be refreshing Keppel’s Mission to depict this  
shared purpose. Our Mission, which will be revised with immediate effect, will say, “Guided 
by our operating principles and core values, we will deliver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profitably, safely and responsibly”. The refreshed Mission more closely 
reflects the Group’s current focus, and will better prepare and position us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as we move ahead.

In 2017, we established Keppel Urban Solutions as a platform to integrate the Group’s 
different capabilities, and also to work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capture opportunities 
in the urbanisation megatrend as a master developer of large scale projects. Whether it is 
building sustainable townships such as the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or innovative 
smart districts such as Saigon Sports City, or developing and operating LNG solutions, 
or energy efficient data centres, we can do better by collaborating, and harnessing the 
synergies of being a multi-business group.

Companies today are not just expected to maximise shareholders’ returns, but to do so in the 
right manner, factor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ssues. As we continue to focus on 
executing our businesses well, we must also pay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running our businesses 
sustainably. I am heartened that Keppel’s sustainability efforts were recognised when we continu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DJSI Asia Pacific Index and MSCI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 among others. 
Keppel was also a winner of the Security Investors Association (Singapore)’s inaugural Sustainability 
Award.

Safety is one of our core values, and a key element of the Keppel identity. In 2017, Keppel again 
won the highest number of awards at the Singapore Workplace Safety and Health Awards. We have 
also seen improvements in our safety performance. However, despite our efforts, we lost three of  
our colleagues during the year.  We must soldier on in our safety journey, to ensure that everyone 
goes home safe, every day.    

Despite an eventful year, Keppelites gave generously of their time and talent away from the 
workplace, clocking over 11,000 hours of volunteer work, exceeding our target of 10,000 hours. 
Keppel volunteers brought cheer to more than 1,000 beneficiaries, including low-income families 
and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chronic illnesses. During the year, the Keppel Discovery Wetlands at the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which was restored with Keppel’s contribution, was officially opened 
by Singapore’s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It has attracte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visitors 
so far. Beyond Singapore, our CSR efforts have also positively touched lives in China, Vietnam, 
Indonesia and Brazil, among other places. Thank you Keppelites for contributing positively to the 
communities, wherever we operate.

As we celebrate our Golden Jubilee, let us draw inspiration from our proud heritage, learn valuable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work closely together as OneKeppel to build a stronger, more innovative, 
and more sustainable company - one that can outlast all of us.

I wish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a happy new year! 

Yours sincerely,

LOH CHIN HUA 
CEO  
KEPPEL CORPORATION

The world is evolving rapidly and many traditional businesses are being disrupted. To thrive 
in this fast changing world, we need to be entrepreneurial and innovative. Keppel has a 
long history of innovating for solutions, but we need to do so at a higher speed and scal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disregard risk management, or our operating principle 
of being financially disciplined, but we must be prepared to experiment, and expand the 
bandwidth for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company.

We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Keppe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KTI) will be established 
with effect from January 2018, to sharpen our focus on innovation and be a catalyst for 
change. Through KTI, we aim to change how the Group looks at R&D and innovation – 
not as an incumbent making incremental changes, but an audacious insurgent, ready 
to disrupt the market or even ourselves! Beyond pursuing innovation in products and 
processes, we should think about how we can create, grow and capture value.  This would 
include innovation in business models and the way we work, as well as how we collaborate 
with third parties to accelerate change.

To further foster an open, inclusive culture where ideas flow freely, we will launch a 
collaborative online platform, initially among the staff of Keppel Corporation and Keppel 
Enterprise Services, where anyone and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and exchange ideas. 
Beyond deepening staff engagement, we hope that some of these discussions would result 
in improvements in our work processes, or even new business initiatives for the Group. If 
this community takes off, we can consider implementing the platform across our other 
business units.

Even as we emphasise entrepreneurship and risk-taking, it is vital that we operate strictly 
within inter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ince 2015, we have put in plac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s to the compli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s systems across the Keppel Group. 
These are not just bureaucratic procedures, but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all of us, 
and the Company, from any lapses. Indeed, our core values of accountability and integrity 
must serve as the true north to guide all Keppelites, as we operate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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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事。我们必须在安全的道路上

坚持下去，以确保每个人每天都能

平安回家。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工作忙碌，

吉宝员工们仍为公益活动贡献了大

量的时间和才智，我们的志愿工作

时间超过1万1000个小时，超过了我

们1万个小时的目标。吉宝志愿者为

1000多名受益者带来温暖和欢乐，

包括低收入家庭和慢性病患者。在

这一年里，由吉宝捐资修复的位于

新加坡植物园内的吉宝探索湿地，

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主持下正式

开放。迄今为止，该湿地已吸引了

超过50万名访客。除了新加坡，我

们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

也为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巴

西等国的社群带来了积极影响。谢

谢吉宝同仁们为我们业务所在地的

社群做出的贡献。

在我们庆祝金禧年之际，让我们从

自豪的传承中汲取灵感，从过去学

习宝贵的经验教训，并以“同一个

吉宝”的姿态共同努力，建立一个

更强大、更创新、更可持续发展的

公司，迈向长久辉煌。

衷心祝愿各位同仁及家人新年	

快乐！

此致

卢振华
总裁
吉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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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新的发展历程
虽然经营环境面临重重挑战，但吉宝凭借多元业务战略，继续
保持稳健运营。在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及2017财年业绩发布会
上，吉宝企业总裁卢振华向媒体和分析师介绍了集团的战略发
展情况和业绩。《吉宝精典》在此刊载他的讲话。	

201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吉宝岸外与海事针对过去在巴西的错误

行为达成了全球解决方案，结束了集团

发展历程中困难的一章	—	我们已经直

面这段历史，并果断予以处理。我们不

仅关心业绩，也关心实现业绩的方式与

过程。

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全面调查相关指控，

并积极解决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已

经强化了合规管控，包括全方位的培训

和认证，以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出现。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秉持诚信”禁止吉

宝开展任何不道德的做法和行为。身为

总裁，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十分清楚。我

们不会容忍吉宝员工有任何偏离这一根

本原则的行为。董事会和管理层下定决

心，要重新赢得失去的信任。我们将凭

借以客户为中心的卓越解决方案和一流

的执行往绩，在符合法规与道德的基础

上开展业务。	

如今，这起事件已成为过去，我们期待

继续推动集团的发展，提升业务的严谨

程度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确保吉宝继续

赢得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尊敬和信任。	

多元业务战略，促进稳健发展

过去一年，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吉宝

成功交付多个项目，进军新市场，把握

新机遇，创造新的增长引擎。这包括全

球第一艘改装而成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船

顺利交付；吉宝滨海东海水淡化厂开工

建设；在香港首个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的

竞标中胜出；吉宝-KBS美国房地产信

托在新加坡交易所成功上市等等。	

财务业绩

2017财年，集团实现净利2亿1700万新

元，其中包含一次性罚款5亿7000万

新元和相关法律、会计及司法鉴定费

用4900万新元。若不计这些一次性项

目，集团的净利为8亿3600万新元，比	

2016财年增长7%，主要得益于房地产、

基础设施和投资部门的盈利增长。		

集团的经济增值为负8亿3400万新元，

股本收益率为1.9%。若不计一次性罚款

和相关费用，股本收益率则为7%。

20 17年自由现金流为18亿新元，是	

2016年5亿4000万新元的三倍以上。截

至2017年底，净负债比率为0.46倍，低

于2016年底的0.56倍和2017年9月底的

0.50倍。

正如此前公告中所述，公司在考虑全年

股息支付时，将限制一次性罚款和相关

费用所带来的影响。鉴于如不计吉宝岸

外与海事的一次性罚款和相关费用，集

团业绩实现正增长，现金流和负债率均

有所改善，吉宝企业董事会将提议派

发每股14分新元的2017财年最终现金股

息，高于2016年的12分新元。我们认为

此项提议符合财务审慎性要求。加上

2017年8月派发的8分新元中期现金股

息，2017财年的派息总额为每股22分	

新元，高于2016年的20分新元。	

多重收入来源

2017年，经常性收入继续稳定地为集团

作出贡献。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1900万	

新元，比去年的3亿3900万新元降低

2000万新元。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投资

和休闲业务的贡献减少，尽管基础设施

和资产管理业务贡献的增长起到了部分

抵消作用。

岸外与海事

随着欧佩克和其它产油国持续减产推动

油价复苏，岸外与海事行业的乐观情绪

有所升温。岸外钻油台交易数量的增加

也有助于前景回暖。然而，钻油台市场

依然受到供应过剩的困扰，利用率和日

租金仍处于较低水平。虽然与2016年相

比，2017年最终投资决策翻了一倍，随

着油企重启石油勘探和开采项目，势头

预计还会增强，但这些最终转化成新建

钻油设备的订单，还需要一段时间。尽

管如此，在生产性资产、液化天然气解

决方案和特种船舶的需求方面，我们认

为依然存在机遇。

虽然目前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对岸外

与海事业务的长期潜力充满信心。在全

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下，能源需求依然旺

盛。运营商的效率提高也降低了勘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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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成本，同时随着钻油台的逐步淘

汰，钻油台市场最终会恢复供需平衡。

2017财年，吉宝岸外与海事净亏损8

亿3500万新元，而2016年实现净利	

2900万新元。主要原因在于罚款和相

关费用的一次性影响，以及8100万新元

的Sete	 Brasil（“赛特巴西”）项目亏损

拨备和5400万新元的其它资产减值。

吉宝岸外与海事获得新老客户的新订单

总额约12亿新元，包括Pasha	Hawaii的

两艘液化天然气双燃料集装箱船，SBM	

Offshore（“SBM岸外”）、Prosafe和

巴西石油公司的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

以及杨德诺集团的三艘挖泥船。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吉宝岸外与海事的

订单总额为39亿新元（不包括赛特巴西

的合约），高于2016年底的37亿新元。

吉宝岸外与海事始终专注于出色地执行

项目，2017年共交付了十个重大项目。

本月初，吉宝远东还向Borr	 Drilling交

付了2018年的首座自升式钻油台。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与Golar	 LNG达

成协议，将Gandria号和Gimi号浮式液

化天然气船改装项目的开工通知期限分

别延长至2018年中和2018年底。Golar	

LNG宣布预计将在2018年对Gandria号

作出最终投资决策，并已提供资金，用

以启动Gandria号改装项目的部分初期

工作。

在未来一年，我们的船厂将继续专注于

执行新增和现有合约。今年将交付的订

单中，约一半为非钻探项目。我们将继

续拓展业务范围，提升专业能力，探索

新的市场。	

房地产

房地产部门在2017年再创佳绩，依然是

集团营收的最大贡献者。

该部门2017财年实现净利润6亿8500万新

元，比一年前的6亿2000万新元高10%。

我们正在推进吉宝置业的转型，将其发

展为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同时增强对

回报率的关注。2017年，吉宝置业实现

净利润7亿零100万新元，比2016年的	

5亿5900万新元净利高25%。吉宝置业

的股本收益率为8.2%，截至2017年底的

负债率为0.25倍。过去五年来，吉宝置

业的平均股本收益率达9.4%。

2017年，吉宝置业宣布五笔资产出售

吉宝新满利于2017年12月向New	Orient	Marine	Pte	Ltd（“新东方海事”）交付了公司建造
的第11艘冰级船	—	MPV	Everest号

交易，总值超过10亿新元，包括在第四

季度出售中山市的住宅和游艇会开发项

目，以及印度尼西亚西巴厘岛的Tanah	

Lot地块。关于中山项目的出售交易，

盛世游艇会（香港）有限公司提出了上

诉，目前正在等待上诉法院的判决。	

2017年确认的资产出售收益共计2亿

1200万新元。吉宝置业也抓住扩充物

业组合的契机，在亚太各地战略性地投

资。我们的投资总额达16亿新元，包括

第四季度在无锡、胡志明市和曼谷收购

的住宅地块。	

住宅销售

吉宝置业2017年的住宅销售依然强

劲，共售出超过5480套住宅，销售额

约为28亿新元。其中约3725套在中国

出售，1110套在越南，380套在新加

坡，270套在印尼。由于受中国楼市调

控措施和越南项目推出时机的影响，总

体销量略低于去年同期。

我们预计，随着已售出的7740套海外住

宅于2018-2020年间陆续完工，我们将

确认约24亿新元的利润。

在目前的环境下，关键市场的土地价格

居高不下，拥有十年土地供应储备的吉

宝置业显然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我们

没有吸纳累积土地储备的压力，如果有

合适的机会，甚至可以选择将一部分土

地储备折现。

2017年，吉宝置业出售了三个项目，相

当于集体出售约4330套住宅，远高于

2016年集体出售的630套。

房地产项目组合

我们的目标是让吉宝置业成为亚洲回报

率最高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为实现这一

目标，我们将继续努力调动资产，充分

释放物业组合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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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提早进入中国和越南等市场，

以较低成本收购了一些地块。如今，吉

宝置业的住宅土地储备中，约70%是至

少七年前购入的。

2017年，我们在关键市场待推出的住宅

增加5710套，使吉宝置业的住宅总供应

量达到约6万3000套。我们目前在新加

坡的土地储备相当于约1200套住宅。我

们也在考虑重新开发吉宝中心（Keppel	

Towers）和Nassim	 Woods，有望让

我们的新加坡物业组合再增加500套位

于黄金地段的住宅。

在商业地产方面，吉宝置业旗下在建

和已建成的总楼面面积约为150万平方

米。当租赁状况完全稳定时，我们的商

业地产组合每年能产生约3亿新元的净

营运收入。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部门2017财年实现净利1亿

3200万新元，同比增长33%。

吉宝基础设施表现良好，净利为1亿零

900万新元，同比增长45%，股本收益

率为14.9%。

能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服务的利润从

2016年的6600万新元提高到2017年的	

1亿新元，主要得益于能源基础设施业

务的业绩改善，以及基础设施资产运营

维护业务的贡献增加。

年内，基础设施部门实现了多个关键里

程碑。吉宝西格斯和振华获得价值53亿

新元的合约，负责设计、建造和运营香

港第一座综合废物管理设施。我们在合

约总金额中约占19亿5000万新元，主要

负责工程、采购和施工（简称“EPC”）

以及运营与维护阶段。	

吉宝滨海东海水淡化厂的施工进展良

好，已完成超过30%。在卡塔尔，多哈

北污水处理设施于第四季度最终交付。

吉宝西格斯在2017财年获得两份新订

单，分别是为北京和湖南的垃圾焚烧发

电厂提供技术配套，进一步增强了公司

作为中国领先垃圾焚烧发电解决方案提

供商的地位。	

与此同时，吉宝数据中心与新加坡互联

网交换中心合作，共同支持新加坡的	

“智慧国家”战略。根据双方签署的谅

解备忘录，新加坡互联网交换中心已经

在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吉宝新加坡1号

数据中心设立入网点。

在电子商务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吉宝物流通过全新推出的优狐公司，提

供全方位的全渠道物流和渠道管理解决

方案，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吉宝电讯与通运2017年为集团贡献净利

4200万新元，比2016年的3700万新元

高14%。

来自运营和维护的持续性收入

吉宝基础设施作为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

开发商、拥有者和运营商，为集团的营

收作出了稳定贡献。多年来，我们已经

积累了在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区域供

热供冷，以及水务和废水处理设施方面

的全方位运营专长。

2017年，吉宝基础设施通过运营和维护

在新加坡及卡塔尔的基础设施资产，共

获得约1亿6000万新元的收入。当吉宝

滨海东海水淡化厂和香港综合废物管理

设施分别于2020年和2024年竣工时，将

有助于提升运营和维护业务带来的持续

性收入，将收入可见性延长至2039年。

投资

20 1 7财年，投资部门实现净利2亿	

3500万新元，主要得益于吉宝资本的贡

献增长以及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投资。

今年是中新天津生态城成立十周年，该

项目正在稳步地实施其发展计划，继续

为吉宝作出长期的贡献。2017年，我

们在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主体开发商）的投

资为集团净利贡献了1亿2000万新元，

大幅高于2016年的3400万新元。

2017年，吉宝资本负责管理的房地产

投资信托和信托继续为信托持有者带来

上海的吉嘉广场深受买家欢迎，截至2017年底，120个分层地契单位中，已售出71个。项目预
计将在2018年第三季度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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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总回报，并开展了几项战略性

收购交易，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可持续

性收入。最新纳入吉宝资本旗下的是吉

宝KBS美国房地产信托，该信托成功在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融资5亿5300万美

元。吉宝房地产信托和吉宝数据中心房

地产信托共计投入6亿7000万新元，完

成了三笔收购交易。

与此同时，首峰资金管理通过私募基金

进行了活跃的融资活动。首峰数据中心

基金成功募得10亿美元，为最初募资目

标的两倍，Alpha	Asia	Macro	Trends	

Fund	 III（“首峰亚洲宏观趋势基金三

期”）也成功融资5亿6000万美元。首

峰旗下的私募基金全年共计投资了价

值9亿1000万美元的房地产和数据中心

资产，也通过出售11项资产释放了8亿

8000万美元的价值。

资产管理

吉宝资本凭借综合资产管理平台，实现

了业绩的稳步增长。

2017年资产管理费为1亿3400万新元，

高于一年前的1亿2800万新元。房地产

投资信托和其它信托贡献了资产管理费

的60%左右，其余的40%来自私募基金。

吉宝资本2017年实现净利8300万新元，

主要得益于业绩奖励和待售证券的市值

波动收益。这比吉宝资本去年6400万新

元的净利高30%。

吉宝资本一直在积极寻求内部和外部增

长机遇，大力提升资产管理带来的持续

性收入对集团的贡献。	

在充分利用和投资的情况下，吉宝资本

截至2017年底的管理资产额从前一年的

250亿新元增加至290亿新元。我们将继

续实现管理资产额的增长，通过提升集

团的融资能力，扩大融资基础，力图在

2022年前实现500亿新元的目标。		

凝聚集团优势

去年10月，我们宣布成立吉宝城镇化方

案（简称“KUS”），此战略举措旨在凝

聚集团内部优势和多元解决方案，以把

握亚太地区可持续智慧城市的发展机

遇。至今，我们已完成公司的成立手

续，并任命了以董事经理林裕玲为首的

管理团队。

位于胡志明市第二郡的西贡体育城是吉

宝城镇化方案的试行项目，目前开发计

划正如期进行。我们汇集了一批国际顾

问，负责该项目的设计和开发规划，致

力于建成一座提供各类时尚生活和娱乐

活动的运动型综合中心。	

该项目占地64公顷，将包含4300套高端

住宅，其设计强调可持续性、连通性、

社区性和技术运用。第一期将推出楼面

面积约9万平方米的商用空间和约1220

套住宅，其中620套计划于今年下半年

推出。	

除了胡志明市西贡体育城，吉宝城镇化

方案还在积极评估和探索亚太区内的其

它潜在的可持续智慧城市开发项目。	

塑造美好未来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全面复苏，在城镇化

浪潮的推动下，吉宝所参与的行业迎来

了众多机遇，让我们备感振奋	—	其中

包括能源需求增长催生的岸外生产资产

和液化天然气解决方案需求、支持社群

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优质城市环境和可靠

基础设施，以及建设数字经济和电子商

务发展所需要的高效数据中心及物流解

决方案等。

在强劲增长前景的支持下，我们的关键

市场对住宅和办公楼的需求依然稳健。

如今，吉宝不仅仅是一家由拥有共同名

字的多元化子公司组成的集团，更是一

个集合多家子公司的商业系统，它们作

为“同一个吉宝”而相互协作，在共同

的愿景下密切配合，为可持续城镇化提

供有力的解决方案。

近期，我们更新了企业使命，以更好地

阐述集团的共同目标	—“在经营理念和

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为可持续城镇化

提供解决方案，成为一个安全至上，并

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成功企业。”

更新后的企业使命更好地反映了集团当

前的关注焦点，协助我们为国际市场竞

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昂首阔步地迈

向美好未来。

吉宝城镇化方案凝聚了集团的各方优势和多元解决方案，以把握亚太地区可持续智慧城市的
发展机遇，如胡志明市第二郡的西贡体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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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回顾
吉宝企业首席财务官陈汉釗在2017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发布
会上向媒体和分析师介绍了公司的财务业绩。《吉宝精典》在此
刊载他的讲话内容。

2017年第四季度，集团录得净亏损4亿

9500万新元，2016年第四季度实现净利	

1亿4300万新元。2017年第四季度的业

绩同比减少6亿3800万新元。

2017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业绩包括吉宝

岸外与海事和美国、巴西及新加坡司法

机构达成全球解决方案所缴纳的一次性

罚款以及相关法律、会计和司法鉴定费

用，共计6亿1900万新元。

因此，集团的每股盈利为负27.3分新

元，经济增值为负8亿9500万新元。

鉴于全球解决方案的影响程度及其一次

性的性质，以下的2017年第四季度业绩

分析在不计入全球解决方案的罚款和相

关费用的情况下进行，这样可以针对集

团的相关表现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

2017年第四季度财务业绩摘要

2017年第四季度，集团的净利为1亿	

2400万新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3%或

1900万新元。每股盈利为6.8分新元，

经济增值为负2亿7600万新元。

集团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营收比2016年

同期减少20%或3亿9500万新元。本季

度，除基础设施以外的所有部门的营收

均有所下降。

营业利润上扬29%或2800万新元，达到	

1亿2600万新元。投资、房地产和基础

设施部门的盈利增长被岸外与海事部门

的营运亏损部分抵消。

然而，税前利润增加1%，税前利润的

增幅小于营业利润，主要原因在于联营

公司贡献的利润减少。2016年第四季

度，联营公司贡献的利润份额获益于

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SSTEC”）的收益增长。

尽管税前利润上扬，但扣除税项和非

控股股东权益后，净利为1亿2400万新

元，下滑13%或1900万新元。主要原因

在于今年的有效税率上调且在加税国家

经营的业务的利润贡献比例提高，以及

吉宝岸外与海事旗下公司蒙受亏损。

2017年第四季度分项回顾

2017年第四季度，集团的总收入为15亿

新元，比2016年同期减少20%。主要原

因是岸外与海事部门的工作量减少导致

该部门的营收下降39%。

房地产部门的营收下降了26%，主要

是由于中国物业项目和新加坡林曦阁

（The	 Glades）公寓贡献的营收减

少，吉宝湾映水苑（Reflections	 at	

Keppel	Bay）营收的提高部分抵消了前

述项目的营收跌幅。

基础设施部门的营收增长15%，主要得

益于发电和天然气业务的销售额提高，

以及吉宝滨海东海水淡化厂项目逐步确

认营收。

同时，投资部门的营收也出现微幅下

吉宝企业2017年第四季度财务业绩

	 	 	 	 未计入全球解决方案的罚金及相关费用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单位：亿新元） 第四季度	 第四季度	 变动(%)	 第四季度	 第四季度	 变动(%)

营收	 15.45	 19.40	 (20)	 15.45	 19.40	 (20)

营业利润	 1.26	 0.98	 29	 1.26	 0.98	 29

净利	 (4.95)	 1.43	 n.m.	 1.24	 1.43	 (13)

每股盈利（分新元）	 (27.3)	 7.9	 n.m.	 6.8	 7.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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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主要原因在于吉宝资本赚取的部分

绩效费用存在时间差，这类营收在今年

第三季度确认，而去年是在第四季度	

确认。

若不计吉宝岸外与海事的一次性罚款和

相关费用，集团在2017年第四季度取得

2亿零800万新元的税前利润，2016年同

期则为2亿零600万新元。

岸外与海事部门的税前亏损为2亿	

5300万新元，去年同期的亏损为1亿

4200万新元。主要原因在于营运业绩下

滑和联营公司的亏损，这些被减值拨备

降低及净利息开支减少所部分抵消。

房地产部门的税前利润上扬24%至3亿

6600万新元，主要得益于投资性物业的

公允价值收益，但由于去年存在仰光诗

多娜和曼德勒诗多娜酒店的减值损失回

拨，而今年缺乏休闲业资产的减值损失

回拨，因此部分利润增幅被抵消。

基础设施部门的税前利润飙升75%，主

要得益于本季度的发电和天然气业务利

润提高以及投资项目的公允价值收益	

确认。

投资部门的税前利润增加2200万新元，

主要是因为2017年投资项目未进行减值

损失拨备，被SSTEC的贡献减少部分	

抵消。

扣除税项和非控股股东权益后，集团本

季度净利为1亿2400万新元，同比下降

13%或1900万新元。	

2017财年财务业绩摘要

2017财年，集团实现净利2亿1700万新

元，比2016财年下降72%。

如前文所述，2017年的业绩受到吉宝岸

外与海事同美国、巴西及新加坡司法机

构达成全球解决方案的影响。

每股盈利也相应地降至11.9分新元，这

相当于股本收益率跌至1.9%，经济增值

也降至负8亿3400万新元。

与第四季度类似，以下的2017年全年	

业绩分析在不计入全球解决方案的罚款

和相关费用的情况下进行，这样可以

针对集团的相关表现进行更有意义的	

分析。

按照上述方式，集团的净利达到8亿

3600万新元，相比2016年增长7%。相

应地，每股盈利也上升至46分新元。相

当于股本收益率升至7.0%，经济增值为

负2亿1500万新元。

2017年自由现金流入额为18亿新元，远

超去年5亿4000万新元的现金流入额，

主要原因是岸外与海事部门和房地产

部门的营运资本要求下降。因此，净

负债率从2016年底的56%降低至今年的	

46%。

我们提议2017财年派发每股14分新元的

最终现金股息。加上8分新元的中期现

金股息，2017财年的派息总额达每股	

22分新元。

2017财年，集团实现总营收60亿新元，

比2016年低8亿零300万新元或12%。岸

外与海事和房地产部门的营收跌幅被基

础设施和投资部门的营收增幅所部分	

抵消。

2017财年的营运利润为7亿7600万新

元，比去年低2%或1900万新元。所有

部门均录得营运利润的增长，仅岸外

与海事部门除外，该部门去年蒙受营运	

亏损。

尽管营运利润下降，但税前利润比2016

财年增长8%或8000万新元，主要得益

于利息开支降低及联营公司的利润贡献

份额提高。

来自联营公司的利润提高主要得益于

SSTEC在2017年出售三幅地块的收益。

扣除税项和非控股股东权益后，净利同

比增加7%，达到8亿3600万新元，相当

于每股盈利46分新元。	

吉宝企业2017财年财务业绩

	 	 	 	 未计入全球解决方案的罚金及相关费用

（单位：亿新元）	 2017年财年	 2016年财年	 变动(%)	 2017年财年	 2016年财年	 变动(%)

营收	 59.64	 67.67	 (12)	 59.64	 67.67	 (12)

营业利润	 7.76	 7.95	 (2)	 7.76	 7.95	 (2)

净利	 2.17	 7.84	 (72)	 8.36	 7.84	 7

每股盈利（分新元）	 11.9	 43.2	 (72)	 46.0	 43.2	 6

转第12页



12

—

持	

续	

增	

长

2
0
1
8
年
第
1
期

接第11页

2017财年分项回顾

整体上，集团取得60亿新元的总营收，

比2016年低12%。主要原因在于岸外与

海事部门因工作量减少及部分项目延迟

而造成营收下滑37%。

房地产部门的营收下降12%，主要是由

于中国物业项目和新加坡林曦阁公寓贡

献的营收减少。	

在发电和天然气业务销售额提高以及吉

宝滨海东海水淡化厂项目逐步确认营收

的带动下，基础设施部门的营收增加

27%。同时，由于出售股权投资项目获

益且吉宝资本赚取了绩效收费和收购

费，投资部门实现29%的营收增长。

集团在2017财年取得11亿新元的税前利

润，比2016财年高8%。

岸外与海事部门在2017财年的税前亏损

为2亿4300万新元，2016财年则实现税

前利润9000万新元。由于今年的营收继

续下滑37%，岸外与海事部门在2017年

蒙受全年营运亏损。此外，联营公司的

利润贡献也有所降低。这些降幅因减值

拨备减少及净利息开支下降而被部分抵

消。2017财年，主要用于固定资产、库

存与半成品、投资项目及一家联营公司

的减值拨备和重组成本达到1亿3500万

新元。这低于2016财年的2亿7700万新

元减值拨备。该部门在2017年的营运利

润率为负3.3%，2016财年为14.4%。

房地产部门的税前利润上扬14%，主要

原因是投资物业的公允价值收益增加以

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物业项目的集体出

售获益。但联营公司的贡献减少（主要

原因在于缺乏去年出售中国的金桥国

际商业广场股份和澳大利亚的77	 King	

Street（“国王大街77号”）项目股份

所得的盈利，以及缺乏休闲业资产的减

值损失回拨）部分抵消了上述收益。

基础设施部门税前利润上升36%，主要

得益于营运业绩的增长、吉宝滨海东海

水淡化厂项目逐步确认营收、投资项目

公允价值增加以及出售通用电气-吉宝

能源服务所获得的收益。

投资部门的税前利润提高2亿6000万新

元，主要原因在于SSTEC和k1创业等联

营公司贡献的盈利提高、投资减值拨备

拨回，以及股权投资项目的出售收益，

这些收益被KrisEnergy权证公允价值的

损失及KrisEnergy的亏损部分抵消。

扣除税项和非控股股东权益后，集团利

润同比增加7%或5200万新元，其中房

地产部门对集团盈利的贡献比例最大，

占82%，其次是投资部门和基础设施部

门，分别占28%和16%。岸外与海事部

门对集团净利贡献了负26%。

集团在2017财年的净利为8亿3600万	

新元，每股盈利为46分新元。

集团在2017财年的股本收益率从2016财

年的6.9%上升至7.0%。

自由现金流

20 1 7年，集团的营运现金流为4亿	

6300万新元，2016年则为12亿零200万

新元。

在计入营运资金变化、利息和税款之

后，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入额为13

亿7700万新元，2016年自由现金流入

额为2亿9400万新元，主要原因在于岸

外与海事和房地产部门的营运资本要求	

降低。

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为4亿2500万新

元，此数额为6亿5500万新元的联营

公司股息收入和资产出售收益减去2亿

3000万新元的投资、营运资本支出及付

给联营公司的预付款后所得的净值。

因此，2017年集团录得自由现金流入	

18亿新元，比2016年增加13亿新元。

2017财年，来自联营公司的利润提高主要得益于SSTEC在2017年出售中新天津生态城（如图）三幅地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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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固废管理领域的标志性项目

根据合约，垃圾焚烧发电厂将每天处理

约3000吨混合市镇固废。该厂将采用吉

宝西格斯的成熟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包

括风冷炉排、锅炉设计和先进的燃烧控

制系统。此外，该厂也将运用吉宝西格

斯的烟气净化系统，以确保厂房的排放

符合香港和欧盟标准，这些标准也是目

前最严格的国际标准。

该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年可生产约4亿

8000万千瓦时（kWh）的电力，厂内

用电以外的剩余电力将输出至城市电

网。输出的绿色能源将为10万户家庭供

电，每年减少高达44万吨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综合垃圾管理设施还将配有一座日处理

量达200吨的机械处理厂，用于玻璃、

塑料和金属的分类和回收。被分选出的

物料将被运回香港进一步加工成品。

设施内的海水淡化厂将为综合废物管

理设施提供工艺用水，污水处理厂将确

保所有污水经过处理后在垃圾焚烧发电

厂或机械处理厂得以再利用，或在综合

废物管理设施内用以日常冲洗和景观灌

溉。

综合垃圾管理设施也将进行广泛的绿

化，将其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

作为香港政府整体策略的一部分，设施

内也会设有环保教育的访客展厅，以提

高环保意识，共筑绿色香港。

王中元博士补充道：“这座综合废物管

理设施体现出香港政府的远见，和致力

有效及全面解决固废管理问题的决心。

先进的垃圾焚烧科技符合严格的环境标

准，因而也是被成熟市场最广泛采用的

固废管理方法之一。”

吉宝西格斯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已被遍

布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固废管理项目采

用。最值得一提的项目包括：

a)	中东最大的运营中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	卡塔尔市政固废处理中心	

b)	欧洲最大及效率最高的垃圾转能源

厂之一	—	英国大曼彻斯特垃圾转能

源厂

c)	波兰第一批全商业运作的垃圾焚烧发

电厂之一	—	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垃圾

焚烧发电厂

d)	完工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焚烧

发电厂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的宝安

垃圾焚烧发电厂

e)	新加坡首座公私合作计划下的垃圾

焚烧发电厂	—	吉宝西格斯大士垃圾

焚烧发电厂

吉宝基础设施将借鉴遍布世界各地的标

志性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经验，确保综

合废物管理设施的成功交付和运营。

项目将建于毗邻石鼓洲的人工岛上，成为香港首座综合废物管理设施

接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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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合作伙伴

吉宝岸外与海事于2017年12月11日宣

布，其全资子公司吉宝远东巴西和吉宝

船厂分别获得老客户巴西石油公司和

SOFEC	 Inc.（简称“SOFEC”）的项

目，合约总值约1亿3000万新元。

吉宝岸外与海事总裁王能耀表示：“我

们很高兴老客户继续选择吉宝作为浮式

生产储油卸油船解决方案的首选合作伙

伴。这彰显了我们出色的业务记录，

以及我们在各类生产资产的服务和专

利技术方面的专长。我们致力于继续

为所在行业提供创新和可靠的增值解决	

方案。”

吉宝远东巴西的巴西远东船厂获得巴

西石油公司牵头的Tupi	 BV财团（巴

西石油荷兰公司占股65%、壳牌占股	

25%、Petrogal	 Brasil占股10%）的订

单，为P-69号浮式生产储油卸油的船体

开展额外工作。

P-69号的额外工作范围包括安装船体设

备和线缆，以及岸外系统的调试。

根据最初订单，巴西远东负责P-69号

顶部模块的制造、整合、测试和调试。

巴西远东船厂已经完成了P-69号顶部

模块的制造，目前正在进行整合和调试	

工作。	

P-69号计划于2018年离开巴西远东，

赴桑托斯盆地盐下地区作业。交付时，

它的产能将达到每天15万桶石油和每天

600万立方米天然气。它还拥有160万桶

石油的储存容量。

根据SOFEC的合约，吉宝船厂负责为

一艘新建浮式液化天然气船制造转塔式

系泊系统，这艘船将赴莫桑比克岸外的

Coral	 South（“南珊瑚礁”）浮式液

化天然气项目作业。该系统的制造将于

2018年第一季度开工，预计2020年第一

季度交付转塔元件。

吉宝岸外与海事的出色过往业绩奠定了公司作为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和浮式液化天然气项目首选合作伙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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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美好未来

2018年，吉宝企业迎来50周年庆。在

庆祝金禧年之际，吉宝推出特别纪念标

志，充分展示了吉宝员工的热忱敬业和

集团持续发展的旅程。

标识说明

这个标识象征着持续建设与进步，由吉

宝字标上方平行四边形的标志性符号组

成。活泼的配色象征着吉宝员工的多元

化与活力。

我们的员工、文化、价值观和业务是构

成吉宝的重要元素，通过相互配合，产

生协同效应，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在实现共同的愿景和使命、为可持续城

镇化提供强大解决方案的同时，我们致

力塑造美好未来！

吉宝科技与创新

2018年1月，吉宝科技与创新业务单位

正式成立。

吉宝科技与创新是集团变革的推动者和

创新的催化剂，旨在通过技术和创新为

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吉宝企业集团战

略与发展部总监兼吉宝置业首席运营官

林儒毅被委任为吉宝科技与创新董事经

理，2018年1月1日起生效。	

无论是开发、产品和服务改良，还是提

高商业模式和工作方式，吉宝科技与创

新将成为吉宝集团共同创造和蕴育想

法，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平台。

结合集团内的资源，吉宝科技与创新将

借助吉宝岸外与海事科技中心过去十年

中所建立起来的丰富专业知识、经验和

记录。吉宝岸外与海事科技中心成立于

2007年。

吉宝科技与创新的办公室位于吉宝	

湾大厦11楼，毗邻吉宝领袖学院，空间

采用开放式的办公理念，设有各种设

施和项目来促进创造力和协作，培养	

能力。

吉宝集团各业务部门组成的跨领域团队

皆可以在此办公，并利用吉宝科技与创

新的资源在集团范围内加快开发想法

和项目。这些项目将随后被商业化和	

推广。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吉宝科技与创新将

在位于船厂内的办公室展开吉宝岸外

与海事的项目，便于进行原型设计和	

实验。

吉宝科 技与创新 包括四个关键 支

柱	 —“吉宝创新”、“吉宝孵化”、	

“吉宝技术”、和“吉宝合作”。

“吉宝创新”着重于创意的产生，建立

能力和技能，以及发现宏观趋势和潜在

的破坏式创新。	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想法

将在吉宝科技与创新进行孵化。

“吉宝孵化”负责监督团队，确保他们

项目进度如期展开，重点在于推动项目

末端的业务发展和商业可行性。

“吉宝技术”引领技术开发，并为项目

团队提供技术意见和支持。

“吉宝合作”与高等院校、政府部门和

机构、风险投资和创业团体以及其他领

先机构等外部机构合作，帮助加快吉

宝的学习进程，引入新的商业模式和

技术，并为投资和获得新的实力提供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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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中新天津生态城（简称“生态城”）内

的三幅地块在土地拍卖中以总价格创纪

录的50亿元人民币出售，显示市场对生

态城项目的信心与日俱增。

为了进一步深化集团资产再循环策略，

吉宝置业出售位于印度尼西亚泗水中央

商业区的一幅黄金地段80％的权益。	

吉宝置业也增持了其在越南胡志明市西

贡中心的股份。

吉宝基础设施与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就滨

海东海水淡化厂签署为期25年的购水	

协议。

吉宝岸外与海事向Tupi	 BV交付了浮

式生产储油卸油船P-66号，并向云升

控股（Yinson	Holdings	 Berhad）的子

公司交付了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John	

Agyekum	Kufuor号。

2017年2月9日，吉宝企业举行吉宝全球

吉宝置业增持了缅甸仰光Junction	 City

综合体项目的股份，总额约4亿8600万

美元。

岸外钻井公司Borr	 Drilling将接手吉宝

远东为越洋钻探公司(Transocean)建

造五个升降式钻油台的合同，合同价值

11亿美元，其中包含首付的2亿7500万

美元，这进一步印证了吉宝远东超B级

钻油台的可靠性。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参观了中新天津生

态城，并正式启动中新天津生态城水处

理中心，这是吉宝基础设施与天津生态

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

结合集团的协同效应，吉宝置业中国	

和首峰资金管理，联手安联不动产以	

约5亿2500万美元收购了中国一座	

综合体项目	 —	 吉汇大厦（前称虹	

口SOHO）。

吉宝房地产信托宣布向澳大利亚邮政公

员工年度论坛，公司总裁卢振华就集团

的战略发展和策略发表演讲。	

吉宝置业与越南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签署

谅解备忘录，合作发掘在越投资机会。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2017年3月31日宣

布位于新加坡植物园的吉宝探索湿地正

式对外开放。

第二季度

吉宝基础设施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签署

协议，开发、拥有和运营位于新加坡裕

廊岛上一座先进的气化设施。这是准备

阶段的重要一步，最终投资决定将随后

进行。

吉宝岸外与海事共获得总值达3亿	

4800万新元的合同，建造两艘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两艘自航耙吸挖泥船，并负

责四艘船只的改装、修理和改造工程，

此外也将为一座张力腿井口平台的建造

提供技术和支持服务。

吉宝滨海东海水淡化厂的创新设计和环保特色，充分显示出吉宝基础设施致力于推动对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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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购墨尔本一座优质办公楼50％的	

股权。

吉宝岸外与海事交付了首座几乎完全在

阿塞拜疆建造的现代化半潜式钻油台	—	

Heydar	Aliyev号。

第三季度

吉宝西格斯进一步深化在华业务，获得

两份总价值2000万新元的合同，为北京

和湖南的两个项目提供垃圾焚烧发电技

术和服务。

首峰数据中心基金通过股份购买协议

收购了吉宝新加坡4号数据中心70％的	

股权。

吉宝置业和永泰地产共同获得实龙岗北

大道1号的优质住宅项目的投标，该项

目位于成熟住宅区，极具吸引力，可建

造600多套住宅。

吉宝置业出售了位于南通的吉宝   l 澜

岸铭郡100％股权，净收益约为7900万	

新元。

以积极把握琼斯法船的市场机遇，吉宝

美国远东获得一项总值超过4亿美元的

合同，根据吉宝的专有设计，为檀香山

的Pasha夏威夷公司建造两艘双燃料液

化天然气集装箱船。	

吉宝岸外与海事与兰亭能源和印度尼

西亚国有企业PT	 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签署了一项协议，探索在印度

尼西亚西部开发小规模液化天然气的	

机会。

吉宝与壳牌东方石油（私人）合资成立

的FueLNG公司，在新加坡首次完成商

业液化天然气添加，为浮式液化天然气

船完成卡车至船只的燃料添加。

首峰数据中心基金通过股份购买协议收购了吉宝新加坡4号数据中心70％的股权

吉宝岸外与海事将全球首座改装的浮动液化天然气船Hilli	 Episeyo号交付给Golar	 LNG	
Partners

转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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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信托以约1亿零	

130万新元收购了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

B10数据中心，强化其在关键数据中心

枢纽的业务。

吉宝置业与中亚银行签署了一项有条件

的销售和购买协议，收购雅加达中央商

务区的一块黄金地段，这是雅加达最受

青睐	的地段之一，可以建造约400套豪

华公寓。

吉宝岸外与海事交付了四项非钻

井项目，分别是MTC工程公司的

MTC	 Ledang号，MODEC公司的

Cidade	de	Campos	dos	Goytacazes	

MV 2 9号，BW岸外公司的浮式生

产储油卸油船BW	 Catcher号，以

及Shah 	 Den i z财团的海底施工船

Khankendi号。

第四季度

首峰数据中心基金募资10亿美元，	

顺利关闭，这相当于最初目标的两倍，

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	

委员会的3亿5000万美元的承诺，	

该机构还可选择追加投资1亿5000万	

美元。

吉宝船厂交付了世界上第一艘改装而成

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船Hilli	 Episeyo号，

该船将于喀麦隆Kribi岸外作业。

顺应快速城市化的巨大趋势，加上全球

对可持续性的关注日益增加，吉宝宣

布成立新的业务部门	 —	 吉宝城镇化方

案，力争成为亚洲智能化、可持续发展

项目的端到端综合主体开发商。

吉宝物流推出全渠道物流和渠道管理解决

方案	—	优狐，从而把Courex的数码能力

与吉宝物流成熟的网络和能力相结合，推

动数码经济中客户群的加速增长。

吉宝置业宣布出售在中国中山市磨刀

岛的综合体项目吉宝盛世湾80％股

权，以及位于西巴厘岛丹海神庙的一幅	

20.5公顷地块。交易完成后将分别为集

团实现约2亿9000万新元和1760万新元

的收益。

第11届吉宝集团安全大会于11月举行，

主题为“同一个吉宝，共同推动卓越

HSE表现”。

吉宝KBS美国房地产信托在新加坡交易

接第17页

所主板上市，彰显了吉宝资本实现增长

的计划。由于投资者需求强劲，公开售

股超额认购达6倍，总金额达5亿5310万

美元。

吉宝西格斯和振华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获

得一项合同，设计，建造和运营位于香

港石鼓洲沿岸的综合废物管理设施。	

吉宝基础设施占合同的份额约为19亿

5000万新元。

吉宝岸外与海事获得SBM岸外颁发的一

项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的改装合同，以

及来自老客户巴西石油和SOFEC的总值

约1亿3000万新元的项目合同。吉宝岸

外与海事还向海事建设服务公司交付了

多用途冰级船MPV	Everest号。

吉宝置业扩大土地储备，收购中国、越

南和泰国多处黄金地段。吉宝置业通过

政府招标以约5亿1700万新元的价格收

购了中国无锡的一幅黄金住宅地块，

并签署了一项有条件的销售和购买协

议，收购胡志明市的两幅黄金地块，

还与KPN	 Land签署了合资协议，以约	

9000万新元的价格收购曼谷中央商业区

的两幅黄金地块。

吉宝城镇化方案与吉宝置业合作开发位于越南胡志明市，占地面积64公顷的乡镇项目	—	西贡体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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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宝交付第11艘冰级船

吉宝新满利迎来新的里程碑，于2017年	

12月15日向位于卢森堡的海事建设服务

（Maritime	 Construction	 Services	

SA）旗下的子公司新东方海事(New	

Orient	Marine	 Pte	 Ltd)交付多用途冰

级船MPV	Everest号。

吉宝新满利以出色的安全记录完成建造

MPV	 Everest号，这也是吉宝新满利交

付的第11艘冰级船。

该船采用了吉宝岸外与海事船舶设计和

开发部门	 —	 海事科技开发小组的专有

设计，可在低至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下

运行，具备冰极Arc	 5认证以及三级动

态定位等功能，还可以在一米厚的冰层

中行驶。

MPV	 Everest号的高适应能力使其能够

在3000米深的水下执行海底修理和施

工任务。它还可以进行修井任务、18人

双钟系统的潜水支援服务、消防和应急

救援行动，以及在北极地区拖曳和提供	

物资。

MPV	Everest号是吉宝新满利交付的第11艘冰级船只，是十年记录的保持者

与海外新加坡人保持联系

2017年11月24日，超过150名新加坡人在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

参加了与吉宝企业总裁卢振华的对话会。这是“新加坡演讲

者系列活动”之一。

该活动由新加坡侨民联系署主办，旨在加强新加坡各界领袖

与海外新加坡侨民之间的互动交流。

在会上，卢振华简要介绍了吉宝集团，以及吉宝自1984年以

来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目前，集团的业务遍布中国27座城

市，通过发挥各业务之间的协同作用，为中国提供可持续城

镇化解决方案。吉宝集团也作为新方联合体的领军企业，参

与了新中两国政府间最早的两个合作项目，即中新苏州工业

园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

在卢振华演讲结束后有45分钟的问答环节，他与居住在北京

的新加坡人坦诚地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2017年11月24日，吉宝企业总裁卢振华与居住在北京的新加坡侨民
进行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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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宝物流推出优狐

吉宝电讯与通运（简称“吉宝讯通”）

的全资子公司吉宝物流推出了优狐

（UrbanFox），一个全渠道物流和渠

道管理解决方案品牌，提供从电子商务

渠道管理、仓储和库存管理到最后一公

里配送的端到端服务。	

吉宝物流于2016年战略收购了Courex

的多数股权，随后推出优狐。Courex

当时是一家B2C（企业到消费者）最后

一公里配送初创公司，采用众包模式进

行配送，并通过云平台实现物流管理。

优狐由董事经理、Courex创始人蔡顺

兴领导。它良好地结合了Courex的数

字能力和吉宝物流的成熟网络和一流声

誉，能协助客户在数字经济中实现更快

速的增长。

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普及，加上消费者

对于零售体验期望的变化，对传统实体

零售业和面临大量最后一公里配送任务

的物流服务提供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利用优狐的解决方案，各个品牌将能把

旗下的产品放到各类大型线上购物市场

和平台上，从而建立和发展线上零售业

务。它们也可选择在优狐推出自己的线

上网络商店，同时利用统一平台管理各

渠道的货物、库存和交易。

利用吉宝物流在第三方物流解决方案的

核心优势，各个品牌还能从各类产品的

仓储方案中进行选择，包括温控仓库。

最后，优狐采用智能算法来运作最后一

公里配送，根据时间和区域优化配送路

径，让品牌、客户和配送员拥有愉悦的

配送体验。配送员团队包括固定职员和

众包司机，让优狐能灵活满足季节性配

送高峰的需求。

吉宝物流总裁倪家明表示：“物流行业

正处于十字路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

和迅速变化的客户期望正在撼动整个行

业。吉宝物流一如继往地致力于适应形

势、谋求发展，同时在此过程中帮助客

户提升竞争力。我们很高兴能通过成

立优狐直面生态系统颠覆和线上到线下

（O2O）销售平台崛起带来的挑战。我

们相信优狐将在渠道管理和全渠道物流

领域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优狐董事经理蔡顺兴补充道：“自去年

加入吉宝大家庭以来，我们一直在幕

后辛勤工作，与吉宝物流一起打造新的

业务能力。在我们的努力下，优狐终于

成立，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优狐将提

供全面的全渠道物流和渠道管理解决方

案，帮助各个品牌在电子商务领域实现

高效竞争。”

读者可登录marketplace.urbanfox.asia	

浏览并购买优狐平台上不断丰富的	

商品。

2017年10月24日，优狐正式推出，出席仪式的包括（从左至右）优狐董事经理蔡顺兴；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高级顾问蔡特鑫；吉宝企业总裁
兼吉宝讯通董事长卢振华；新加坡贸工部和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吉宝企业董事长李文献医生；吉宝讯通总裁冯廷辉；吉宝物流
总裁倪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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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宝交付2018年第一座钻油台

吉宝通过提供性能卓越、高效可靠的钻

油台，继续成为行业的典范。

2018年1月5日，吉宝远东安全、按时、

按预算地向Borr	 Drilling交付了自升

式钻油台SAGA号。SAGA号是根据吉

宝远东超B级专利设计建造，是吉宝为

Borr	 Drilling建造的五座自升式钻油台

中的第一座。	

吉宝岸外与海事总裁王能耀表示：“这

将是进入市场的第12座吉宝远东超B级

钻油台，也是吉宝远东B级家族的第66

座钻油台。吉宝岸外与海事始终与客户

密切合作，共同开发双赢解决方案。随

着钻探市场的复苏，对于希望提升作业

效率和可靠性的钻油台买家而言，吉宝

远东B级设计的卓越质量和性能是重要

的考量因素。”

Borr	Drilling总裁Simon	 Johnson（音

译：西蒙·约翰逊）补充道：“通过与吉宝

远东合作，我们能利用最尖端规格的钻

油台，为客户提供出色的作业表现。”

吉宝远东超B级钻油台的作业水深最

深为400英尺（1英尺约为0.3米），最

大钻探深度为3万5000英尺，钻探系

统负载为200万磅，最大悬臂总承重为	

3700千磅，可为钻探作业提供巨大	

马力。

吉宝继续交付性能卓越、高效可靠的钻油台

卓越的执行力

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丰富的项目团

队，吉宝新满利正努力扩大其设计和建

造约400艘各种规格和功能船舶的出色

记录。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2017年12月14日，吉宝新满利在南通船厂

为两座小型双燃料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

建设举行开工仪式，这两艘船是为尼尔

森（Stolt-Nielsen）的子公司尼尔森天

然气（Stolt-Nielsen	Gas	B.V.）而建。

这两艘多功能的小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具有燃料补给能力，并且能够覆盖管道

无法服务的偏远地区的终端用户。

两艘船预计将分别于2019年第二季度和

第三季度完工，每艘船舶容量为7500立

方米。

耙吸式挖泥船

吉宝新满利非石油和天然气解决方案业

务再添一座里程碑。2017年12月13日，

吉宝新满利在南通船厂为其长期客户

杨德诺集团建造的一艘耙吸式挖泥船

（TSHD）铺设龙骨。

这是为杨德诺集团建造的第三艘挖泥

船，预计将于2019年上半年完工。

为杨德诺集团建造的第三艘耙吸式挖泥船
成功铺设龙骨，标志着吉宝新满利在非石油
和天然气解决方案方面再添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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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宝城镇化方案

人事变动

自2018年1月1日起，吉宝企业集团战略

与发展总监林儒毅担任吉宝置业首席运

营官和吉宝科技与创新董事经理。吉宝

科技与创新是新成立的业务单位，负责

推动集团的数字化和创新。	

在2018年4月1日前，林儒毅将继续担

任集团战略与发展总监。Sabastien	

Lamy（音译：萨巴斯汀·拉米）获

委任接替他的职位并于2018年4月2日	

生效。

萨巴斯汀·拉米在贝恩公司工作了15余

年，担任过贝恩合伙人及东南亚私募基

金和交易服务部的主管。他也曾经是贝

恩东南亚数字业务的联席主管。

在贝恩期间，萨巴斯汀·拉米为私募基

金和财务投资者提供收购前及交易支

持，涵盖的行业包括基础设施、石油与

天然气、制造和科技等。他还参与私募

基金旗下公司的转型计划，涉及地域扩

张、生产效率提升和多渠道战略等。此

外，他负责过一系列在亚洲、欧洲和美

国的咨询项目，主要关注运营和数字转

型。萨巴斯汀·拉米曾经参与过与吉宝

有关的各类项目，对吉宝也较为熟悉。

萨巴斯汀·拉米持有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巴黎高等商学院

的工商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此外，近期吉宝城镇化方案成立后，从

林儒毅 林裕玲 萨巴斯汀·拉米

City）、越南棕榈城（Palm	City）和

新加坡吉宝湾（Keppel	Bay）。

	

吉宝城镇化方案将整合最新的城镇化

解决方案，统筹集团的各项业务能

力，建设可持续发展、数码网络互连

的宜居社群。吉宝城镇化方案提供的

解决方案将包括综合规划、开发及运

营高效的横向基础设施，如智慧公用

设施、固废管理系统和集中供热供

冷、连通性和城市物流，以及创新性

规划，从而创造出活力四射、积极互

动的社群。

吉宝城镇化方案致力于成为亚太地区

大型综合体项目的综合主体开发商。

它旨在发挥吉宝集团在能源、房地

产、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方面的多元优

势及丰富的解决方案，专注于建设面

向未来、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智慧社区

及城市。

	

该单位将得益于集团的优秀业务记录

和深厚经验。吉宝曾经担任过多个综

合性城镇项目的主体开发商，包括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天津生态

城、雅加达花园城（Jakarta	 Garden	

2018年1月1日起，吉宝企业集团企业发

展总监林裕玲同时兼任吉宝城镇化方案

董事经理。随着快速城镇化的浪潮兴起

和全球对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视，林裕玲

将带领新部门积极把握在综合主体开发

方面的业务机会。她将与集团各业务部

门密切合作，在具有潜力的市场提供城

镇化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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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典范

中新天津生态城（简称“生态城”）作为

中新两国间的标志性合作项目，正积极

打造中国智慧城市的典范。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简称“生

态城管委会”）和中国电商平台京东于

2018年1月18日签约后，生态城将引入

一系列全新的智慧城市应用，包括配送

机器人和无人超市。

京东配送机器人会自行拐弯、规避路

障、礼让行人。目前配送范围包括四个

区域，待积累城市环境运行经验及各方

面条件更为成熟后，京东将把配送机器

人试验区推广到整个生态城。

在生态城内开业的京东无人超市，是一

家面积170平方米，售卖800多种日用百

货的智能商店，配有人脸识别、行为抓

取、智能选址和智能定价等“黑科技”。

作为中国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生态城

迄今已经确定了60个系列智慧城市应用

项目。京东配送机器人目前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四
个区域内进行快件派送

再获殊荣

在2017年11月16日于越南岘港举行的第

18届亚洲高尔夫奖颁奖典礼上，吉宝置

业的高尔夫球场获得两项顶级荣誉。民

丹岛乐雅高尔夫俱乐部荣获“印尼最佳

高尔夫球场”，春城湖畔度假村则荣获	

“中国（含香港和澳门）最佳高尔夫	

球场”。	

一年一度的亚洲高尔夫奖旨在表彰高尔

夫行业的卓越表现。评选结果以2017年

3月至6月期间的网上调查为基础，投票

数量共计9万7000余张。

吉宝置业休闲业管理（高尔夫与滨海俱

乐部业务）总经理邱碧坤表示：“获颁

这些声誉卓著的奖项让我们深感自豪和

荣幸。我们的高尔夫俱乐部将继续为高

尔夫爱好者提供最高标准的服务和最佳

的体验。”

吉宝置业的两座高尔夫球场，即中国昆明的春城湖畔度假村（如图）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丹岛乐雅高尔夫俱乐部，在2017年亚洲高尔夫奖的评
选中获得顶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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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至上

亲爱的吉宝员工：

随着2018年的到来，让我们共同

回顾2017年集团取得的成就。

在2017年，集团在“零伤亡路线

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完成了

176名新加坡前线经理的安全培

训，吉宝岸外与海事在全球实施

了“救生规则”，“集团高影响风

险活动标准”也即将完成。	

吉宝集团在2017年11月的安全大会上首次播放两段安全视

频，分别是总裁的安全致辞和题为“五大关键安全原则”

的动画短片，希望通过这两段视频加强与一线员工的交流。

同时，我们继续凝聚协同效应，强化集团的安全举措。通

过汇集关于健康、安全与环境（简称“HSE”）的培训资

源，并组建HSE专家小组，支持相关人才的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2017年不幸出现了三起伤亡事故。虽然与2016年

相比有显著进步，但哪怕一人伤亡都是严重的事故，我们必

须努力做得更好。

2018年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将继续掀起颠覆性浪潮。除了促进

业务增长，这些新技术还可用于提升我们现有的安全措施。

在迈入新年之际，让我们重申对“零伤亡”战略的承诺，通

过充分运用先进科技以及集团各部门的协同效应，普及高水

准的安全文化。

(音译：贾基·拉梅什·库玛尔)

吉宝企业集团健康、安全与环境总经理

跨战略业务部门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全，我们共同的责任

安全是吉宝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我

们业务的重中之重。

2017年11月7日，450余名员工、合作

伙伴、承包商和分包商在主题为“同一

个吉宝，共同推动卓越HSE表现”的第	

11届吉宝集团安全大会上重申对安全的

共同承诺。

在开幕致辞中，吉宝企业总裁卢振华强

调跨业务和职能部门的合作对提升安全

表现的重要性。他表示：“‘同一个吉

宝’精神下的协作同样能通过在全球范

围内分享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来实现，

从而避免类似的安全问题再次发生。”

新加坡人力部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署

署长何祥兴作为大会主宾发表了主旨

演讲，赞扬吉宝对安全的重视。他说

道：“祝贺吉宝集团在2017年的工作场

所安全与健康奖评选中荣获36个奖项。

这证明了吉宝将安全与健康视为重中之

重，全体员工都在一致践行最高的职业

安全与健康标准。”

大会继续颁发年度吉宝集团安全奖，表

彰了为提升工作场所安全标准而付出额

外努力的21名员工。集团的34个团队也

凭借出色的安全创新团队项目而获奖。

大会上，七名前线经理积极探讨和分享

了员工如何能提升工作和家中的安全。

吉宝企业董事会安全委员会主席陈逸嘉

发表了闭幕辞，重申委员会对深化集团

安全文化的重视与承诺。

他强调：“我们重视实际操作的安全管

理，将继续视察工作场所，与全体员工

深入交流，一起探讨如何维持最高的安

全标准。委员会将继续带领集团提升安

全表现，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安全

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万众期待的2017年董事长安全挑战奖杯

被授予吉宝基础设施，以表彰公司出色

的安全表现和创新安全项目及措施。

贾基·拉梅什·库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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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事故

在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举行的第

15届内部事故预防周期间，巴西远东推

出了吉宝岸外与海事“救生规则”，阐

述了一系列预防事故的重要步骤。员工

还参观了安全展台，并参加了安全、酒

精和毒品等话题的研讨会。

巴西远东还为员工子女举办了一场画

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前线经理分享了关于如何强化集团安全文化的观点

吉宝基础设施凭借出色的安全表现和创新安全项目及措施，赢得万众期待的2017年董事长安全挑战奖杯

项目在由人民网、环球时报、环球网、

《环球TIME》新闻客户端共同主办，

环球网承办的	2017“环球风尚”年度大

型颁奖晚会上荣获“风尚众誉”称号。

吉宝置业中国成为本次评选中唯一获奖

的地产企业。

天津安全意识中心是中国国内首个由开

发商建立的安全意识中心，旨在提升员

工和承包商的安全意识。

吉宝置业中国总裁李绍强表示：“安全

是吉宝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我们贯彻安

全第一的企业文化，确保每一名员工每

天都能安全上班、平安回家。吉宝置业

中国在华发展20余载，始终将安全放在

首位，毫不吝惜在安全方面的投入。此

次吉宝置业中国天津安全意识中心获得

环球风尚众誉奖，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这是对我们在安全方面不懈努力的肯

定，也激励我们继续向着更高的安全绩

效迈进。”

画比赛，主题为“保持警惕，注意安

全”，鼓励员工与孩子分享吉宝岸外与

海事“救生规则”，由孩子们用图画说

明如何在家中、学校或工作场所应用该	

规则。

安全荣誉

为表彰公司对安全的重视和承诺，吉宝

置业中国推选的“天津安全意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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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市场探索与未来

在2017年11月30日由吉宝青年领袖主办

的“领袖对话会”上，吉宝基础设施总

经理（能源基础设施）黄慧芸表示：	

“我们的成功理念不仅在于成为第一，

还致力于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与客

户精诚合作，实现双赢。”

随着2018年下半年新加坡零售电力市

场的开放，黄慧芸介绍了吉宝电力如何

为竞争做好准备。鉴于电力行业的复杂

性，她简明扼要地解释了新加坡电力市

场的机制和运行原理。	

在她的分享结束后是现场问答环节，涉

及绿色能源发展状况和职场技巧等各类

话题。黄慧芸分享了自己的职场经验，

她在吉宝基础设施的财务部开始职业生

涯，八年前转向商业运营领域。她提醒

年轻的吉宝员工对工作不仅仅要有热

情，辛勤付出也是成功的至关重要的	

因素。

参加了此次对话会的吉宝企业集团人

力资源部副经理Deepthi	 Susarla（音

译：迪普希·苏萨拉）深受启发。她

说：“今天的分享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吉

宝的优势，以及我们如何在可持续发展

城市能源领域把握契机。”

来自各业务部门的吉宝员工了解了新加坡零售电力市场的运行机制

在中东拓宽视野

“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充分利用你的经

历，努力提升自己。”这是Rajan	 Babu	

Muthu	 Krishnan（音译：拉詹·巴布·

穆特·克里斯南）在外派卡塔尔多哈后

的主要收获之一。来自印度哥印拜陀的

他，于2013年接受了在卡塔尔市政固废

处理中心的职位。他认为，这是自己目

前做过的最好的决定。

“虽然在海外工作有很多挑战，但也让

我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个行业，扩大了

职业发展的空间。”拉詹表示。他目前

担任卡塔尔市政固废处理中心运营部的

高级经理。

在海外工作还提升了他的人际交往能

力。他表示：“在这里，我要和来自十

个不同国家的团队成员共事。虽然背景

不同，但我们都在朝着共同的目标努

力。同时，我还深入了解了不同的文

化，逐渐成长为更有效的沟通者！”

拉詹有两个孩子，目前正在印度上学。

他说，最大的遗憾就是要离开孩子。	

“我每年至少回印度两次，和家人团

聚。我的孩子在学校放假时也会到卡塔

尔来。虽然我很想念他们，但如果我不

在这里工作，他们就不会来这里。我很

高兴他们能有机会来中东看一看。”

拉詹在周末经常去市里的风景名胜游

览。他在这里养成的特别爱好之一就是

在卡塔尔广袤的沙漠里冲沙。他也去过

很多知名的游客景点，如多哈市的文化

遗址中心和多哈湾畔绵延数公里的滨海

大道。

对于拉詹而言，在海外工作给他带来了

无价的宝贵经历。他笑道，“你虽然为

同一家公司效力，从事同样的工作，但

工作地点在另一个国家，体验会完全不

一样。”

拉詹（中）和运营部同事在卡塔尔市政固废
处理中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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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生态城自然之美

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SSTEC”）举办的2017“乐享生态

城”摄影大赛公布了获奖名单。获得一

等奖的作品展现了由风景秀丽的蓟运河

故道、优质的绿色住宅与天空中的流云

所构成的一幅和谐画卷。

其他获奖作品也从不同角度捕捉到了中

新天津生态城（简称“生态城”）的美丽

瞬间，例如：典型的生态特征、颇具特色

的建筑、优美的景色以及充满活力的社

区。这些作品体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

人与经济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本届大赛是该项赛事连续举办的第七

届，共收到公众提交的3500多幅作品。

大赛旨在记录生态城的发展历程，并向

人们分享SSTEC的愿景，即打造一座可

供工作、生活、休闲和学习的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

一等奖获奖作品“故道飞云”

二等奖获奖作品“大爱” 三等奖获奖作品“宜居·和谐·惠民”

三等奖获奖作品“崛起中的绿色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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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会

无论在新加坡还是在海外，吉宝志愿者

皆不遗余力，致力于为业务所在地的社

区作出贡献。在过去的节日假期中，吉

宝志愿者把节日祝福送给了新加坡及海

外的千家万户。此外，吉宝也举行了志

愿者答谢晚宴，肯定吉宝志愿者们在过

去一年的付出。

节日探望

2018年1月28日，约30名吉宝置业志愿

者和30名来自共和理工学院的学生和老

师，向甘巴士社区的低收入家庭派发节

日礼包。

吉宝志愿者由新加坡教育部长（高等教

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甘巴士

基层组织顾问王乙康、吉宝企业总裁兼

吉宝置业董事长卢振华率领。

这是“西北关怀计划服务周”的活动之

一，吉宝置业已经连续第二年参加西北

关怀计划服务周活动。该活动为期三个

周，居住在西北社区13个分区公租房内

的超过6000个家庭将收到包括食品和必

需品在内的大礼包。

卢振华说：“吉宝置业坚信在做好业务

的同时也要回馈社会。我们不断通过各

种方式为本地和海外的业务所在地社区

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自2016年起，我们一直与西北社区发

展委员会密切合作，丰富居住在新加坡

西北地区的儿童和家庭的生活。今天，

我们很高兴能够继续这项有意义的合

作，为居民带来欢乐，与甘巴士居民共

同庆祝新年。”

欢庆圣诞

来自吉宝置业和吉宝房地产信托的志愿

者们与新加坡关怀辅导中心合作，组织

了“达成心愿“（Grant	 A	 Wish）捐

助活动，帮助来自海军部、兀兰和大巴

窑社区贫困家庭的儿童。

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8日，吉宝旗下

的四座商业大厦	—	海洋金融中心、白

沙浮坊办公楼、吉宝中心和吉宝湾大厦

内摆放的圣诞树上，挂满了这些孩子们

的愿望标签。

吉宝员工和大楼内的租户争相满足挂在

树上的愿望，并于2017年12月11日把礼

物交给来自新加坡关怀辅导中心（兀兰

分社）的约160名儿童。

另外，吉宝置业中国（上海）的志愿者

们于2017年12月28日在吉宝置业中国开

发的项目之一	—	吉宝  l 静安豪景内，为

来自上海市聋儿康复中心的30名儿童举

办了圣诞节派对。

志愿者们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木偶戏表

演，并带领他们合唱。一名志愿者更是

打扮成圣诞老人，向孩子们发放礼物，

给他们带来节日的惊喜。

吉宝资本（上海）的志愿者也前往上海黄

浦区淮海中路街道西城老年日托所，为那

里的高龄老人送上圣诞问候。志愿者们与

参加活动的老人们抽签配对，一起动手制

作精美的圣诞节装饰品和礼物。

为公益不计付出

来自吉宝远东的志愿者于2017年11月	

18日参加“心底的问候”（Food	 from	

the	Heart）食品派发计划，为弱势家庭

送上温暖。

吉 宝 远 东 生 产 部 助 理 建 设 经 理

Prasanna	 Balaji	 Gopalakrishnan	

（音译：普拉萨纳·巴拉吉·国帕拉克里

在西北关怀计划服务周的活动期间，吉宝志愿者由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
二部长、甘巴士基层组织顾问王乙康（左二）、吉宝企业总裁兼吉宝置业董事长卢振华（左
三）、吉宝置业项目管理和可持续设计总经理、西北社理会委员洪奕龍（右二）、吉宝置业新
加坡总裁黄蔚菲（右一）带领，为西北社区公租房内的居民送来节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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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南）表示：“参照过去受访者的反馈，

我们带来了更多有营养的食品，如鸡蛋

和水果，而且把清真和非清真食品区分

开来。	我们的团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对此我深感自豪。”

吉宝远东的志愿者们也在2017年12月	

21日为义顺社区医院的患者带来了节日

欢笑，与他们一同制作手工艺品。

来自义顺社区医院的活动协调员表

示：“这次活动既促进交流，又简单易

懂，患者都很开心。”

关怀老人

吉宝资本（上海）的志愿者在志成社区

中心举办讲座，教导老年人如何使用智

能手机应用程序，随时监控自己的健康

状况，并在有需要时，拨打紧急电话	

求救。

另外，2018年1月5日，吉宝置业中国	

（天津）的志愿者为汉沽社会福利院配

备了更多保障老年人安全的设施，例如

防滑垫和空气净化器，让这里的老年居

民有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志愿者还用手工装饰品为敬老院点缀春

节气氛。

积极行善

“志愿者精神可以改变我们，	培养我们

的同理心、开创我们的思维，并促使我

们建立更真实的领导能力。这些变化可

以凝聚人心，鼓励大家共襄盛举，从而

打造充满关爱和包容的社会。”2017年	

12月5日，在在吉宝领袖学院举行的吉

宝志愿者答谢晚宴上，特别嘉宾	—	新

加坡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执行理事

长郭美雯如此说道。

郭美雯分享了志愿者活动在建造“慈善

之都”、积极转变人类和社区方面的看

法，借此鼓励大家。

以“同一个吉宝，积极行善“为主题的

答谢晚宴肯定了80多名来自集团各业务

部门的志愿者们在过去一年推动外展活

动中付出的努力。

会上特别嘉奖了集团各业务部门的企业

社会责任团队，肯定他们与吉宝志愿者

们通力合作，使2017年志愿者服务小时

总数超过1万小时。

会上还为每个企业社会责任团队的组织

者颁发年度特别志愿者奖，嘉奖他们在

计划并举办志愿者活动，支持集团在环

境保护，通过教育和艺术实现人才增

益，以及关爱弱势群体方面的努力。

吉宝置业企业服务和企业社会责任副经

理张佩菁表示，现任的岗位可以培养自

己的分析和领导能力，通过寻找和集团

企业责任理念契合的义工活动和相关事

务，可以更好地为志愿者们寻找符合他

们能力的义工活动，是善举更具意义，

也可缔造更持久的价值。	

设计工程师林慧淇是吉宝远东企业社

会责任委员会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她

分享：“与不同业务部门的团队成员合

作，让我们在组织志愿者活动时提出创

新的解决方案和流程。	对外，我们需要

把志愿者和受益者联系起来，这也让我

加深了对现有问题的理解，发挥团队力

量来回馈社会。”

光明的馈赠

自2006年以来，吉宝置业在中国云南

昆明的高尔夫球场春城湖畔度假村（简

称“春城”）超过百名员工志愿者，投

入时间和资源帮助当地数百名因高海

拔、强烈紫外线而患上白内障的老人。

为了帮助更多的白内障患者，吉宝置业

与非政府组织如福华国际、当地医院合

作，为云南贫困村民提供免费白内障手

术等医疗支持。

在过去的十年中，吉宝已经为此计划捐

赠了约50万新元（250万元人民币）。	

一百多名村民接受了免费白内障手术，

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吉宝志愿者

也定期探访手术后的村民，捐赠大米、

食用油和其他必需用品。

为庆祝国际志愿者节，吉宝置业于	

2 0 1 7 年 1 2 月 5日发布了一部短片

介绍这一活动。您可登录w w w .

keppellandlive.com观赏短片。

为庆祝国际志愿者节，吉宝置业于2017年12月5日发布了一部题为Gift	 of	 Sight（《光明的馈
赠》）的短片，讲述吉宝置业在春城湖畔度假村的志愿者员工如何帮助当地数百名患上白内
障的老人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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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聚焦：陈华美
在最新一期与高级管理层的访问中，《吉宝精典》对话吉宝资本
总裁兼首峰资金管理董事经理陈华美，了解她对工作、生活和
当一个“酷妈”的看法。

问：您能与读者分享一下吉宝资本

自2016年以来的成长历程吗？

对所有吉宝资本的员工而言，这是一段

令人兴奋而又充实的旅程。作为资本的

保护者和价值的创造者，我们不断挑战

自我，在国际经济波动和不确定的情况

下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尽管面临阻力，

但我认为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比较出色地

完成了任务。

首峰数据中心基金成功关闭，募集总计

约10亿美元，这是我们初始目标基金规

模的两倍。目前，我们正在为首峰亚洲

宏观趋势基金系列的后续基金	 —	 首峰

亚洲宏观趋势基金三期募集资金。

问：哪位领导人是你最崇拜的，对

你的影响最大的？

我最崇敬的一位领导人是已故的建国

去年，我们成功让吉宝KBS美国房地产

信托上市，当时得到了机构和零售单位

持有人的超额认购。	我们其他的上市公

司	 —	 吉宝房地产信托、吉宝数据中心

房地产信托和吉宝基础设施信托也表现

良好，2017年单位持有人的回报率超过

25％，有些甚至超过30％。

2017年，在优质机构投资者的支持下，

在吉宝资本员工日上，吉宝资本总裁兼首峰资金管理董事经理陈华美，与太和观乐龄活动中心的年长者一起弹奏尤克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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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李光耀先生。他是一位卓越的领导

人，具有远见卓识。他无所畏惧，具有

威信，和强大的价值观。新加坡虽然是

一个小国，但是当他发表意见时，他的

看法举足轻重，并且在国际上获得了很

多尊重。

问：你如何在团队中建立较强的价

值观？

要成为一个能够持续50年甚至100年的

机构，我们需要强大的价值观来推动强

大的文化。

我们必须通过交流和鼓励的方式，让我

们的员工发自内心地认同集团共同的核

心价值观，这是我们工作和行事之本。

在吉宝资本，我们一直提醒员工和新进

人员，不管我们的增长计划如何雄心勃

勃，但在从事信托工作时要时刻保持诚

信，这对于基金管理业务或任何此类业

务都至关重要。

我有时会拿那些在较艰苦的金属行业工

作的工人为例，养老金是他们的储蓄。	

这些人以及我们的投资者背后的储蓄都

是真实的。当我们投资时，我们间接帮

助他们投资退休金，信托责任要求我们

保护本金并创造价值。

问：你如何打造创新文化，并推动

公司创新？

我相信只要敢于梦想，以不同方式思

考，创造性地工作，所有人都可以成为

创新者和创造者。

我们鼓励创新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场外会

议，让来自不同国家和部门的员工合

作，针对新项目和举措提出想法。	通过

这些平台，可以蕴育新想法，其中一些

已经在项目中成功实现。

问：在个人方面，哪个词最能恰如

其分地形容你？

认识我的人认为我是个直觉很准的人。

我能相当准确地读懂别人。在谈判中，

能够读懂肢体语言有助于我与对方建立

融洽关系，完成讨论并赢取投资者的	

信任。

问：对于职业母亲，你有什么建

议？如何最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

享受你目前的工作。如果你喜欢你所从

事的工作，就不会觉得累，而且会想要

倾注100％以上的精力。我认为要活在

当下。在工作中，我非常专注；当我回

家后，我会全身心地与家人共度美好	

时光。

我的孩子和他们的朋友说，我是个“酷

妈”。在我的孩子看来，我是他们的朋

友，有时会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比

如听音乐会。我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看	

1世代（One	 Direction）和泰勒·斯威

夫特（Taylor	 Swift）的演出。我会定

期检查他们的学习，但如果他们在学校

的考试中表现不佳，我也不太会担心。	

成功有很多条途径。他们只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下次试着做到更好。

问：你最喜欢去哪里旅游？

我和家人都喜欢主题公园，所以如果	

我必须选择一个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

那就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士尼	

世界度假村。我们最近去了那里，乘坐

了“阿凡达”3D过山车，真的是太刺	

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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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将拥有大量的绿化面积，使其良好地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中

获颁香港首座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合约

吉宝基础设施和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通过各自旗下的子公司	 —	 吉宝

西格斯香港和振华工程有限公司（简

称“振华”）竞得合约，设计、建造和

运营毗邻香港石鼓洲的一座综合废物管

理设施。石鼓洲位于香港大屿山以南。

合约是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

署的国际公开招标程序后成功竞得。

两家在各自领域里名列前茅的企业将发

挥协同优势，打造一座世界级的固废管

理设施。

项目的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阶段将由

振华负责。振华是香港最大的建筑与填

海公司之一，在土建和海事业务领域经

验丰富。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阶段将

包括面积约16公顷的填海工程，设计与

建造防水堤，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和在填

海岛上的相关港口设施。

在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阶段，吉宝西

格斯将提供已经被世界各地的100多个

垃圾焚烧发电厂成功采用的专利垃圾焚

烧发电技术，以及提供发电和海水淡化

系统设施和垃圾机械处理厂。

接下来，在2024年设施竣工后，吉宝

基础设施服务将负责运营和维护设施长

达15年。基于公司在工程设计、采购及

施工与运营及维护阶段扮演的角色，	

吉宝基础设施所负责的工作占整个合

约份额的113亿港元（约19亿5000万	

新元），如考虑到开销可能出现的波动

和意外开支，份额可另增96亿港元（约	

17亿新元）。

吉宝基础设施总裁王中元博士说：“吉

宝非常荣幸，可以通过这项标志性项目

为香港的可持续城镇化进程作出贡献。

项目巩固了吉宝在世界级垃圾焚烧发电

技术和运营上的主导地位。我们的垃圾

焚烧发电技术已经被世界广泛采用，为

此我们感到自豪。这加强了我们作为具

有竞争力和可靠的废物管理解决方案提

供商的卓越记录。”

这座综合废物管理设施是香港首家处理

市镇固废的综合固废管理设施。作为香

港固废管理策略的重要部分，它可以

将在设施内处理的垃圾总量减少超过	

90%，因而延长垃圾填埋场的可用期

限。目前，香港采取填埋的方式处理无

法回收的废物。

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包括一座垃圾焚烧发

电厂、一座机械处理厂和包括行政大

楼、访客中心、海港处理设施、海水淡

化和污水处理厂在内的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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