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實上，阿里巴巴、蘋果公司，以至谷歌和三星電子
等科技公司，均有意開發智能電視的標準操作系

統，提供各類電視設備網上消費、下載及資訊瀏覽等，雖
現階段消費者的接受程度不足，市場反應冷淡，但任何革
命性新產品面世時，均難免面對同一境遇。現時科技巨頭
的思維正是「英雄所見略同」，預期智能電視發展將會是
科技界的新戰場。

首推互聯網電視機頂盒

阿里巴巴昨發表阿里智能TV操作系統，並聯同內地上市
企業華數傳媒，合作推出搭載該系統的第一代互聯網電視
機頂盒，將電視、機頂盒、手機等終端設備連繫，而且加
入電子商務、互聯網支付等功能，讓消費者接入阿里系內
的電子商務平台和網路支付平台，以期「提供全新的智能
生活方式」。若換成市場術語，則應是「在業務樽頸時擴
闊業務範圍」。

內容方面，阿里巴巴將負責該系統的操作及有關技術服
務，華數則包辦視頻內容整體服務，系統發展首階段將提
供淘寶及支付寶帳號登入、進行商品瀏覽、購物支付以至
水電煤繳費服務功能，並在其應用市場提供各種娛樂功
能，如蝦米音樂及其他遊戲等。日後將推出配套的智能手
機應用，讓用戶的智能手機可化身遙控器操作電視，而且

實現兩者內容互通。
值得一提，阿里巴巴的作業

平台採用阿里雲

系統，估計其應用市場提供的應用程式，或獨立於蘋果的
IOS或谷歌的安卓系統，谷歌曾指阿里雲是安卓的分支版
本，惟阿里巴巴其後回應稱，阿里雲並非安卓生態系統的
一部分。

成立智能TV生態聯盟

為促進互聯網電視商業運營市場發展，阿里巴巴更聯合
各廠商成立智能TV生態聯盟，反映其打入互聯網電視機頂
盒市場的決心不只是「玩玩下」。首批加入聯盟的企業包
括華數傳媒、華為海思、思科、創維、海爾、長虹、康
佳、晨星、晶晨及全志等。而創維、海爾、長虹等電視廠
商將於近期推出搭載阿里智能TV操作系統的智能電視。

市場憂電腦「放大版」

事實上，與其他廠商不同，阿里巴巴發展互聯網電視系
統，相信將主打電視購物居多，而非專攻收費內容或硬件
設備銷售。論電視購物，其實在歐美地區以至華人社會已
發展一段時間，在城市密度較大、市民購物較困難的地方
尤其興起。

有分析認為，阿里巴巴在電視購物之上引入互聯網元
素，更甚是取而代之，雖運作模式改變，但電視購物作為
其核心，在一般認知而言較難大幅躍進，估計突破空間有
限，或可能淪為電腦上淘寶的「放大版」。阿里巴巴發展
互聯網電視系統，到底僅是作為「增值」，抑或如其所言
成為「全新的智能生活方式」，還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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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遠威）蘋果公司作為國際領先科技產業，
早在2007年已開始推出自家電視機頂盒Apple
TV，在去年亦已升級至第3代設備，市場反應

「受落」，促使其他廠商亦試圖開發自家電視平
台。市場研究公司Frost & Sullivan早前發表報告
指，去年Apple TV佔美國流媒體視頻機頂盒市場
份額達56%，以倍數拋離佔21%份額、位列第二的
Roku。

用家受落AirPlay功能

市場認為，蘋果的Apple TV受歡迎是藉其品牌
效應及設計方面，簡化手提電腦和平板電腦將資
料投射至電視的流程。Apple TV透過AirPlay功
能，讓用家無線串流裝置上的內容至電視上，
Frost & Sullivan在報告中指，Apple TV提供的媒體
內容狹窄，其真正吸引的地方，僅歸功於AirPlay

功能，而非蘋果
提供的電視媒體內容。

蘋果不是沒有在Apple TV的媒體內容上下
功夫。近期有指下一代Apple TV的服務或加入廣
告過濾技術，為用家自動刪去惱人的電視廣告，
提高播放內容品質。蘋果擬向有關服務使用者收
取費用，並會補償電視公司所受的廣告收入損
失。

消息一出，便即時被用家譽為「後喬布斯時代」
最振奮人心的舉動，但蘋果公司此舉亦近乎理所
當然地被廣告商以至電視公司排斥，認為廣告收
入受制於蘋果公司，或進一步加劇其壟斷市場局
面。

雖業內人士對蘋果公司的新舉動毀譽參半，但

Apple
TV在美國市場獨大
的地位恐怕較難動搖，市場對手
谷歌有意在電視平台上分一杯羹，惟旗下Google
TV打入電視機頂盒的進展一直未如理想，亦不被
市場人士看好。

Google TV進展不理想

Frost & Sullivan表示，估計Google TV至今的總
裝機量不足100萬台，推出至今沒有取得太大的商
業成就。

Apple TV好睇唔好食？

曾幾何時，電視購物一度風行，但支付安全、產品品質等等一籮筐的問題，令電視購物成為過去

式。但橋唔怕舊，在互聯網成功上位的阿里巴巴，昨日又推出名「阿里盒子」的阿里智能TV操作系統

機頂盒，整合旗下天貓及支付寶，擺明車馬推動電視購物浪潮，盈利模式有別於大多數機頂盒公司依

賴用戶下載影視產品，以及訂購頻道的拆帳分成。不過，阿里盒子是把目前互聯網的整個支付體系和

互聯網的電商體系引入智能電視之中，令淘寶網多一個登入平台，用電視替代電腦，但能否「打開新

盈利大門」仍有待觀察。 ■記者 陳遠威

百佳超市在澳門和
華南地區佔重要的市
場地位，店舖總數345

間，2012年收益總額為217億元。據調查機構
EuroMonitor估計，其2012年在本港的市場佔
有率為33.1%。和黃(0013)確認，其附屬屈臣氏
現正就以百佳為主要品牌經營的超級市場零售
業務進行策略性評估，以期為股東帶來最大利
益。長和系一向給投資者的印象是財技了得。
對此，市場有各種解讀和猜測。集團則強調，
無意從香港撤資。

和黃賣百佳，很多人不解。最直接的想法，
是百佳具充足的現金流，支持系內其他業務。
這既包括通過賣貨賺取的現金，也包括上架費
和宣傳費等其他流入現金。同時，百佳也具較

高的現金流出控制能力。其收取的是現金，支
出的卻是「遠期免息現金」，現金流速高，且
省利息。此外，其轄下公司的另類資產，例如
農場、廠商廈及客戶資料等，也可帶來潛在商
機。

不過，百佳業務發展已成熟，邊際利潤不
高，而內地業務亦面對激烈競爭，加上生意涉
及民生，動輒得咎，有損形象。故此和黃擬出
售這項資產，屬正面之舉。

香港內地表現俱不理想

整體上，香港超市業務增長率不及整體零售
業，百佳現時的發展局限於香港為主，而且現
時零售租金正不斷上揚，以致利潤受損。市場
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2年，零售業整體分別

上升18.3%、24.8%及9.8%，而超市則分別上
升5.6%、12.4%及10.3%。三年間，除去年
外， 2010及2011超市增長率跑輸整體零售業
10至12個百分點。此外，百佳進入內地市場亦
不理想，去年有報道指其在上海的三間分店因
營運未如理想而結業。據報道，2002年和黃高
層於曾向傳媒透露，香港百佳邊際利潤少於
1.5%。去年和黃零售主管透露，香港百佳的利
潤率只得1.5%。

假設以百佳1.5%的純利率為例作估算，去年
純利為2.5億元，以市傳估計收購價為78億元
至156億元計，其市盈率分別為31倍至62倍，
相比全球超市巨企沃爾瑪市盈率約15倍，持有
惠康超級市場的牛奶公司市盈率為27倍。很明
顯，以1.5%的純利率估算作價過高。而且，市
傳估值差異太大，因此交易存變數。

■太平金控．太平證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百佳作價估算過高財技解碼

中國央
行已經宣
布，將全

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
讓金融機構自主確定貸款利率，
此舉簡直是中國利率市場改革的
第一步。中國央行決定取消金融
機構貸款利率下限，但存款利率
上限或個人住房貸款利率浮動區
間則沒有做出任何調整。此舉將
更好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
作用，能有效地支持經濟結構調
整和提升。

此外，中國央行還宣布，將取
消票據貼現利率管制。中國央行
為金融機構設定存貸款利率上下
限的制度由來已久，計劃經濟造
成加高的存貸息差，讓給國有銀
行帶來充足資本支持經濟快速增
長的同時，也使銀行業享受到龐
大的利潤，可是這樣會降低家庭
存款的回報率，阻礙政府向內需
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努
力，從而加劇消費在中國經濟中
佔比過低的問題。

存息左右消費需求增長

筆者個人認為取消對存款利率
的限制，其意義將比取消貸款利
率下限要大得多，有效增加中國
家庭的財富並刺激消費需求的增

長。話雖如此，取消存款利率限
制的難度非常大，因為這將損及
中國大型銀行的利潤。雖則中國
央行表示取消貸款利率下限能夠
更好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
作用，實情效果可能並不明顯。
在國內大部分貸款的利率實際上
都高於基準利率，因此對於多數
借款人而言，取消貸款利率下限
幾乎無法起到降低貸款利率的作
用。

中國消費水平落後於美國等多
個國家的一個原因就是存貸息
差，利率市場化似乎是中國放開
資本管制和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
的必要條件，在開放程度較高的
金融市場，官方設置的固定利率
如果和國際利率差距太大，就可
能會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因
為儲戶會跨境尋求更高回報。不
過，中國政府一直不願放開利率
管制，原因是擔心此舉會迫使國
內銀行高息攬儲，進而擠壓銀行
的利潤空間，中國出現的「錢荒」
現象將中國金融行業逼到危機邊
緣，中國央行在最後一刻才進行
干預。中國取消貸款利率下限舉
措的象徵性意義更大，但此舉也
為未來中國金融業更有實質意義
的改革奠定基礎。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陳偉明

美聯觀點 中國利率市場化啟示
雷格斯(Regus)調查

結果顯示，香港在職
人士在今年夏天將會

忙於工作，無法在放假期間把工作完全放下。
逾200位來自香港的受訪者當中，有51%表示
在夏季放假期間每天將仍會用一小時到三小時
工作；而計劃每天工作3小時以上的則有
24%，這兩個數字均較全球平均值41%及17%
為高。

調查發現，香港在職男士於放假期間仍然會
工作的比例更高，有62%計劃在放假期間每天
工作一小時至三小時，高於全球平均值的

44%。相反，在受訪的香港在職士女士當中，
只有33%表示會在放假期間工作，稍低於全球
平均值的35%。

比率高於新加坡

同時，調查發現，香港在職人士在放假期間
仍會處理公事的比率亦較新加坡為高。只有
45%受訪的新加坡在職人士表示他們會在放假
期間用一小時到三小時工作，略高於全球平均
值。與中國大陸相比，只有30%受訪的中國在
職人士表示會在放假期間用一小時到三小時工
作，較香港的51%為低；但會用三小時或以上

工作的則有30%，較香港的24%為高。
調查結果反映出，許多在職人士對工作十分

投入並會把任務帶回家，實在令人欽佩。但這
種狀況也可被視為大多數員工均已不堪重負，
或對目前的工作存有危機感且無法進行適當減
壓。眾所周知，工作壓力是會影響生活的。因
此，企業應讓員工有完全放下工作的時間，以
舒緩壓力。

雖然企業透過視像通訊及WiFi等先進技術，
讓員工可在全球任何地點工作，但企業應該更
善用這些技術，協助員工以更靈活、高效的方
式辦公，如讓員工縮短上下班交通時間或選擇
在距家較近的地點辦公。這不僅有助員工提高
工作效率，還能緩解工作壓力，使員工不再需
要在假期處理工作。

港男為兩餐 放假仍工作職場心戰室

■ 有 分 析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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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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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寶為內地

最通用的電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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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想法多多的馬

雲，阿里巴巴整合旗

下天貓及支付寶進軍

電視購物，能否再掀

風雲？ 資料圖片

■蘋果公司早在2007年已

開始推出自家電視機頂盒

Apple TV。 資料圖片

天貓加支付寶 進攻電視購物

盒子變盈利魔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