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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合夥人制料難開綠燈

人行放水 港股周升551點

內地免費即時通訊軟
件 Instant messaging 簡稱IM 混戰不斷升級 用戶
慘遭池魚之殃 馬雲的阿里巴巴 來往 昨於官方微博
炮轟馬化騰的騰訊 0700 微信 指責其全面屏蔽
來往 的動態分享 將一個簡易的淘寶登錄頁面標記
為 惡意欺詐 微信 則矢口否認 稱沒有封殺
來往 的域名 造成屏蔽的原因是 來往 通過發
布疑似釣魚特徵的鏈接觸發了微信後台的自動保護機
制

來往 昨日啟動新一輪推廣活動 向用戶派發
6,000萬元人民幣紅包 聲稱用戶只要在本月1日至9日
登錄 來往 即可領取 同時還可邀請新用戶使用 來
往 成功邀請後可再領取一個紅包 且新用戶也能獲
得紅包 消息令不少用戶紛紛登陸 來往 但在上午
10時左右 不少用戶發現其 微信 朋友圈中關於 來
往 的分享鏈接無法打開 其中安裝了騰訊手機管家的
用戶被提示風險 沒有安裝的用戶亦收到來自騰訊手機
管家的屏蔽

來往 其後於官方微博炮轟騰訊及 微信 稱被
標記為 惡意欺詐 的頁面 是一個簡易的淘寶登錄頁
面 活動頁面並無任何危險漏洞 微博還舊事重提此前
騰訊與內地著名防火牆軟件360的紛爭 語帶諷刺寫
道 沒想到3Q大戰 即360和QQ 給騰訊帶來的最
大啟示 就是通過軟件霸權 肆意控制用戶 控制電
腦 控制手機 封殺用戶正常訪問互聯網和內容的權
利 以維繫其壟斷地位

微信 亦不甘示弱 迅速於官方微博還擊 首先稱
沒有封殺 來往 的域名 來往 被屏蔽的原因
是 通過發布疑似釣魚特徵的鏈接觸發了微信後台的自
動保護機制 之後亦還以顏色諷刺道 我們歡迎所
有正常使用開放接口的行為 切勿自作聰明 無端製造
事件 好產品是做出來的 不是炒作出來的
兩大著名軟件品牌由 暗戰 轉為 直接開火 其
實早有徵兆 從10月開始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已多
次向 微信 發動攻勢 先是聲稱自己將永久關閉 微
信 賬號 以示對 來往 的支持 數日後又多次揚言
要挑戰 微信 來往 和 微信 就像螞蟻拱
大象 先拱拱看 甚至將戰火直接燒向騰訊掌門人馬
化騰 戲稱 來往 和 微信 這個棋 我要看馬化
騰下一步怎麼走 看他眉頭皺起來我很高興 競爭是一
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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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人士認為 陳家強的言論凸顯了港府
與證監會在此事上 跟港交所存有分歧

社會上的言論也未見 轉口風 反映港交所
即使公開諮詢合夥人制度 亦未必能獲得大眾
認同 阿里巴巴以合夥人制度的建議 申請
來港上市被拒 引發 同股同權 制度存廢
的爭論問題 早前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及上市委員會亦討論應否就引入合夥人制度諮詢市場

阿里巴巴自主創新的 合夥人制 要求港交所面對中國
新科技企業湧現的現實 與時並進 容許管理層在持股偏低
的水平下 一樣擁有公司的絕對領導權 這方面卻被本港證
監會投下否決一票 港交所走過AB股的歷史 成功與世界接
軌 在香港沒有集體訴訟權下 以股民利益和市場平等公正
為首務 港府自然不願破壞長期行之有效的規例 予人給予
特權 開 方便門 等口實 有損香港聲譽
面對可能是近年全球最大的IPO 若阿里巴巴到外國上
市 港交所自然恨得牙癢癢 但阿里巴巴建議的這個合夥
人制度 無非是希望領導層的管理理念 能夠不被外人所
影響 甚至一直承傳下去 李小加早前提出檢討合夥人機
制時曾強調 如果市場同意要為創新型公司來港上市做出
一些規則修訂 獲得此類 特權 的必須是創始人或創始
團隊 這一制度也不應該被隨意轉讓或繼承

但當審批上市的當局 需要連一間公司的經營理念會否
／怎樣承傳去費煞心思 勢將變相介入公司的經營運作
以及與股東之間的爭拗 這實非監管機構所願意負擔的責
任 證監會的角度 自然不希望此類 特殊個案 會在本
港出現 因此 一般相信證監會難為阿里巴巴的合夥人制
度開綠燈

阿里小微金服40%股權派員工
阿

里巴巴集團為吸引人才不惜工本 不僅開出最
高60萬元人民幣年薪爭應屆畢業生 還向現
有員工提供股票薪酬作獎勵 支付寶官方微博
昨宣布 阿里小微金融服務集團 簡稱小微金
服 和阿里巴巴集團的23,810名在職員工
每一位都將獲得小微金服的股份 總共涉及
40%的股權

微博披露 40%股份包括一次性授予 未來績
效激勵 以及未來吸引優秀人才的股權激勵 又
稱為進一步改善股權結構 更好地推進互聯網金
融發展 小微金服剩餘的60%股份將用於未來分
步引進其他戰略投資者 至於阿里巴巴創辦人馬
雲的持股量 微博雖未有披露具體數字 但稱不
會高於其在阿里巴巴集團的比例

小微金服是以支付寶的母公司浙江阿里巴
巴電子商務公司為主體籌建 2010年為確保
支付寶拿到牌照 阿里巴巴將支付寶剝離出集

團 並由馬雲和另一高層謝世煌組建的浙江阿
里巴巴電商公司接手 目前小微金服旗下除支
付寶外 還擁有眾安保險19.9%股權和浙江阿
里巴巴小額貸款公司20%股權 不少分析
指 隨着阿里巴巴在互聯網金融的布局進一步
深入 小微金服的估值將進一步提高
另外 淘寶網昨宣布 根據 證券投資基
金銷售機構通過第三方電子商務平台開展業務
管理暫行規定 10月31日已獲得中證監出
具的無異議函 成為內地互聯網首家為基金銷
售機構提供服務 開展業務的第三方電子商務
平台 支付方面 支付寶擁有基金第三方支付
牌照 將為基金淘寶店提供支付服務
據負責基金淘寶店業務的阿里小微相關人

士透露 10月31日上午拿到基金銷售牌照
後 淘寶一直排查系統 避免基金淘寶店開張
後在交易方面出現問題 淘寶網的頁面顯示
目前有32家基金公司掛出旗艦店網頁 首批
上線的基金公司有14家 華南有廣發 易方
達 鵬華 長城 上海為富國 海富通 國
泰 興全 萬家 北京是華夏 工銀瑞信 銀
河 泰達宏利 德邦

澳上月博彩收入
增31%創新高

受 十一黃金周 期間內地遊客
前往澳門度假帶動 澳門10月份博彩收入按年增
31.4% 按月亦增25.9% 達到創紀錄的365億澳
門元 約45.7億美元 濠賭股則表現各異 其中
以澳博控股 0880 升3.59%表現最佳

澳門10月份的博彩收入與彭博調查7位分析師的
360億澳門元平均估值大致相符 刷新了今年3月
創下313.4億澳門元的紀錄 根據澳門政府旅遊局
數據 今年 10 月 1 日至 7 日訪澳旅客總數為
896,847人次 較上年同期增長5.7% 其中訪澳的
內地旅客數量達到722,746人次 較上年同期增長
12.1%
澳門今年1月至10月的博彩收入較上年同期成長

18% 累計達到2,971億澳門元 372億美元 已
接近去年全年的380億美元 澳門去年全年的博彩
收入已是拉斯維加斯大道的6倍

上月博彩收入創新高 但濠賭股表現各異 其
中 金沙中國 1928 收報 56.1 元 港元 下
同 升1.81% 永利澳門 1128 昨收報29.5
元 跌0.84% 銀河娛樂 0027 昨收報58.9元
升 1.82% 澳博控股 0880 收報 25.95 元 升
3.59% 新濠博亞娛樂 6883 收報87.1元 跌
0.63% 美高梅中國 2282 收報 27 元 升
1.12%

10月中國製造業PMI
及匯豐中國10月製造業PMI雙雙創出高位 支持恒指造
好 昨收報23,249.7點 升43點 但成交降至494億

元 澳門10月博彩收入創新高 濠賭股備受追捧 國指
升51.6點 報10,678.6點
全周計 港股受惠於本周三的大升市 使本周恒指扭

轉上周大跌的頹勢 一周累升551點 主要依靠中資金
融股業績佳及人行輕微 放水 助大市擺脫困局 在
中資金融股發力下 國指本周更大幅跑贏恒指 勁飆500
點或5%

澳門最新博彩數據向好 藍籌股銀娛 0027 及金沙
1928 同升1.8% 澳博 0880 表現更突出 急升
3.6% 美高梅 2282 及新濠 0200 各漲 1.12%及
1% 此外 部分資金換馬至內險股 使內險股被炒高
太平 0966 飆升7.27%至12.98元 新華 1336 升
4.35% 國壽 2628 抽高1.7%
同為保險股的友邦 1299 近期回復強勢 再度衝擊

40元關 高位見39.85元 升1%報39.75元 分析員認
為 若友邦一旦升破40元大關 有望挑戰42元

康師傅 0322 無懼 摩笛 唱衰 昨日表現搶眼
皆因有報道指康師傅已確認將與日本和光堂組合營 染
指嬰兒奶粉市場 加上三中全會有望放寬 一孩政
策 康師傅大升6.4%至23.3元 最多更曾升近一成
成交大增至4.67億元
不過 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相信 市場只借
此消息炒作 如果股民有意炒作 一孩政策 及乳業改
革 倒不如選擇合生元 1112 或輝山 6863 此兩
股估值偏低 而康師傅亦有其本身的內部問題 大市方
面 他預計三中全會召開前 恒指走勢不會有突破 繼
續在22,800至23,500點間徘徊 繼續看好環保股水利
股 例如光大國際 0257 等

PMI連漲4月 A股縮量收漲 賽特首掛牌 潛水 近半成
官方10月PMI升至

51.4創18個月新高 已連續4月上升 受此利好 滬深股指昨
走出震盪回升走勢 但成交低迷 總體仍屬弱勢震盪格局 滬
綜指收報 2,150點 漲 0.37% 成交 762億元 人民幣 下
同 深成指收報8,452點 漲幅0.09% 成交809億元 創業
板指報1222點 跌1.1% 統計全周 滬指漲0.78% 深指漲
0.86%

官方及匯豐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PMI 昨發布 前者從上月
的51.1上升到51.4 創18個月新高 後者也升至50.9 超過外
界預期 顯示經濟復甦態勢延續 投行美銀美林認為 從目前
增長勢頭來看 GDP同比增速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反彈至接近
8% 但內地政府包括人民銀行很可能微調其自7月以來刺激經
濟增長的論調和微刺激舉措 但政策並不會顯著收緊
分析師稱 PMI創新高 經濟恢復基本確認 所以大幅下跌
概率很低 但前期題材股繼續退潮也是確定的 市場量能萎
縮 向上動能有限 短線上下有60日線的支撐 上有250日線
壓力

中
國賽特 0153 昨日首掛牌 表現遜
於預期 開市報0.92元 較招股價
1.03元跌11% 之後雖有所反彈 但
全日股價始終在招股價以下震盪 收
報0.98元 較招股價跌4.85% 成交
金額1.12億元 如不計手續費 每手
2,000股蝕100元

賽特主席蔣建強表示 中央政府擬
加強對鋼鐵業的調整 預計即將舉行
的三中全會將有重大政策出台 利好
集團的鋼結構業務 此外三中全會亦
可能強調加快推動城鎮化建設 對集
團的保障房業務也是利好因素 副總經理單錦文則
透露 目前集團簽訂的訂單毛利率約在34%水平
料全年毛利率亦能保持相若水平 未來將穩中向
好
不過 新股仍受到投資者普遍歡迎 市場消息披

露 深圳網遊企業博雅 0434 招股反應極佳 11
間券商累計為其借出253.7億元孖展額 超額認購逾
245倍 徽商行 3698 及集成 3623 則較為遜
色 徽商行累計亦借出逾31.42億元孖展額 超購逾
2倍 集成則只有7,230萬元孖展 超購1.5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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