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羅兵咸永道最新發佈的2013年
MoneyTreeTM 中國媒體與科技報告指出，由於受到
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近期私募及創投（PEVC）無
論是總體投資數量還是金額都顯著下滑。然而，電

信、媒體與科技（TMT）行業投資數量佔所有行業投
資總量的比例卻逆勢上揚，今年第一季和第二季平均
比重為59%，而去年同期平均比重僅46%。

傳統行業借助科技力量增
羅兵咸永道科技行業中國主管合夥人高建斌表示，

由於愈來愈多的傳統行業開始借助科技力量，利用互
聯網擴大市場份額，所以儘管整體投資環境趨於不
利，TMT行業卻顯示出更強的吸引力，以至於其投資
數量佔整體PEVC數量的比例不降反升。
報告顯示，今年首季，TMT行業投資134宗，佔

PEVC當季投資總量的52%；投資金額為10.7億美
元，佔PEVC當季投資總額的33%；第二季，TMT行
業投資172宗，佔PEVC當季投資總量的66%；投資
金額為5.83億美元，佔PEVC當季投資總額的9%。
從投資階段來看，TMT行業的投資數量主要集中

在初創期。而投資金額則主要集中在擴張期，這是由
於在市場情況總體低迷的形勢下，最受投資方青
睞的依然是處於擴張期的企業。

互聯網成為第一投資重點
報告還對TMT各個子行業（互聯網、通信及

移動互聯網、娛樂傳媒以及IT行業）進行了深入

分析。縱觀今年前兩季，在TMT所有子行業中，無
論是投資數量還是金額，互聯網佔據了絕對優勢成為
第一投資重點。第一季，互聯網投資67宗，佔50%，
投資金額8.88億美元，佔83%；第二季，互聯網投資
75宗，佔44%，投資金額3.81億美元，佔65%。隨着
智能手機的普及，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傳統
行業利用高科技轉型，通信及移動互聯網緊隨其後成
為第二大投資熱點行業。
而在互聯網領域細分，投資數量和金額主要集中在

互聯網服務和電子商務行業。高建斌表示，電子商務
行業巨頭大規模融資，主要是為了實現產業兼併與整
合，增補商業短板，對抗競爭對手，加大市場分額，
擴增商業版圖、提升企業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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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楚茵）工銀亞洲推
出實際年利率最低1.76厘稅貸，適用於貸款
額80萬元或以10倍月薪以上，還款期達24
月。工銀亞洲中小企業務部及個人信貸業務
部總經理崔家榮指，該行去年人均稅貸貸款
額約25萬元，預期今年經濟好，客戶收入
升，且該行客戶多為專業人士或國內駐港機
構的優質客，總放款額仍有上升空間，估計
按年有雙位數增長。

年利率1.76厘 或再調整
稅貸申請人需在申請貸款，需同時登記該

行自動轉帳支薪服務客戶。實際年利率包括
3個月利息回贈優惠，而為體現近月與金管
局簽訂的「公平待客約章」，故即使客戶提
早清還貸款亦免手續費。
市場一再推低稅貸息率，最低更至1.75

厘。被問到其稅貸息率可有下調空間，崔氏
指，稅貸市場成熟發展，存在不同競爭，現時市場資
金成本有壓力，該行會於信貸方面謹慎抗衡風險，亦
會留意市場發展，於需要時再作調整。他強調，部分
客戶非單為稅貸，而是借貸作投資機遇，包括剛發行
的國債兩年期息率亦有2.8厘，故具一定吸引力。同時
稅貸可帶動交叉銷售，為公司招攬優質客，隨着其後
增加宣傳，相信申請量會再升。
對於有部分證券行為客戶提供無上限人民幣兌換，

意味無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認購國債時，將不受每日
兌換上限規定限制，可大手認購。崔氏指，代理與銀
行各有做法，但銀行必須按牌照規範下做事，而客戶
亦可透過該行的證券戶口買國債。
按揭業務方面，崔氏指，自辣招出現後，市場成交

縮減，壓抑樓價，但市場着重供需，一手供應有增加
趨勢，已見入門價低的單位成交加快，反映購買力仍
在。現時該行的按揭宗數仍能維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歐舒丹(0973)昨公布截至
9月底止半年業績，期內，核心純利1,395萬元歐元，按年
下跌58.6%。每股基本盈利0.009歐元，不派發中期息。
受到匯率狀況、銷售增長疲軟以及對未來發展投資的影

響，期內溢利1,450萬歐元，按年跌57.9%。半年銷售淨額
4.46億歐元，若按固定匯率計算，銷售淨額增長7.2%，主
要受美國、中國、法國及俄羅斯所推動。其中，中國及俄
羅斯為增長最快的國家，分別為18.7%及17%。期內，同
店銷售增長為0.9%。

看好今年歐美聖誕訂單
常務董事兼執行董事 Andre Hoffmann 表示，儘管各品牌

折扣競爭激烈，但仍看好今年歐美的聖誕節訂單，特別是美
國市場，聖誕系列產品銷售成績理想。他指，聖誕期間銷售
額明顯增加，料下半財年毛利率會有所改善，相關數據會稍
後公佈。另外，公司對金磚四國的銷售增長表現滿意，佔整
體業務的18%，預料在未來3年能夠增長至25%。

擬內地二三線市開新店
Andre Hoffmann 續說，公司在全球的半年新增設自營店

數為76間，中國市場佔最多，總共22間。中國市場的業務
增長貢獻亦來自開設新舖，公司計劃會在二、三線城市陸
續開設新店。中國遊客在全球旅遊消費貢獻居多，公司會
繼續投放資源於品牌營銷方面。此外，半年全球網上零售
銷售按年增長23.9%。公司未來亦會大力發展網購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遊戲開發商 IGG （8002）昨宣佈，與Dynam Japan
（6889）就次世代日式彈珠機及遊戲開發訂立了諒解備忘錄。 IGG獲
Dynam委聘協助開發Dynam擬於澳門的酒店及賭場設立及引進的次世代
日式彈珠機和其他電子遊戲，惟須先取得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及其他主
管部門批准。有關次世代日式彈珠機的開發項目，預期明年9月前完成。
IGG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蔡宗建表示，非常高興與Dynam合作開發網

上賭場遊戲，透過這項諒解備忘錄，IGG會將電子遊戲技術融合至日式
彈珠機行業，藉以進軍網上真錢賭場遊戲領域。作為IGG的基石投資
者，Dynam是一家具領導地位的世界級日式彈珠機運營商。
在該次世代日式彈珠機及遊戲完成後，IGG與Dynam擬就澳門的網上

賭場遊戲進一步合作，惟該等遊戲須符合澳門的一切適用法例及規例。

香港文匯報訊 包浩斯（Bauhaus）（0483）昨公佈截
至今年9月30日止6個月中期業績，期間營業額增加約
14.3%，至創紀錄的約5.5億元，純利則增55.3%至約1,600
萬元，每股基本盈利增加至增加55.17%至約4.5仙，派中
期息每股1.5 仙。
期內毛利增加9.54%，至約3.49億元，毛利率略降2.7個

百分點，至63.5%。

多個地區同店銷售增長佳
中期業績大升，主要受惠多個地區的同店銷售錄得不俗

增長。主席黃銳林表示， 來自香港及澳門的營業額增長
20.8%至約3.78億元，並錄得高水平的正數同店銷售增長
率約27%，佔集團總營業額約68.8%，去年同期為65.1%。
內地業務方面，經過過去數年的重整，內地的業務現已
漸趨穩定，鑑於集團整合分店，期內營業額減少9.13%至
約6570萬元；至9月底，內地店舖數目較3月底減少了15
間，至43間。精簡行動後，該分部錄得強勁的正數同店銷
售增長率約24%。
黃銳林續指，集團現正透過推出更多具吸引力之品牌店

舖、逐步翻新現有店舖，令設計更具生氣及魅力，同時結
束表現欠佳之店舖，或遷往其他租金較相宜之黃金購物地
段，令店舖組合更臻完善。

調查：港人買聖誕禮物亞太最豪

IGG夥Dynam攻濠賭網上彈珠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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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舒丹少賺58%不派息

羅兵咸：內地TMT投資佔比急升

香港文匯報訊 團購網站Groupon最近
的一項聖誕購物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為今年
亞太區聖誕節消費最為樂觀的市場。調查探
討來自12個市場的消費者的聖誕購物計
劃，發現九成香港受訪者的節日禮品消費將
與去年持平或有所增加。此外，香港人是地
區中最為熱衷於電子商貿，差不多六成受訪
者打算透過如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等流動裝
置購買禮品。零售商需要了解消費者的流動
購物行為，因時制宜的調整其市場策略，以
把握商機。

擬花費2400元與去年持平
港人本年消費力強勁，92％的受訪者表示
購買聖誕禮物的花費將與去年持平甚至有所

提高，比參與問卷調查的12個亞太區市場
84%的平均分數為高。除了購物消費市場暢
旺，本港消費者亦計劃平均花費港幣2,403
元於聖誕禮物上。然而，本港受訪者消費時
仍保持謹慎，主要由於擔心對方不喜歡他們
選購的禮物44％，所以必須花心思考量對
方的喜好。

多數選擇用流動網上購物
節日購物調查發現，57％的受訪者打算在

流動裝置上購買聖誕禮物，而79％則選擇
使用電腦在網上購物。因應流動購物的熱
潮，只有48％受訪者會在實體商店購物花
費，而他們在這個假期中的流動購物消費佔
整體預算的20％，與透過電腦網上購物消

費的比例25％差不多。
57％的受訪者承認曾經把收到的禮物轉

送給別人。在亞洲區，菲律賓人58％最常
轉送禮物，接下來是香港人57％。而日本
人31％則最少把禮物轉送給別人。

電子產品奇趣禮品受歡迎
Groupon香港行政總裁楊聖武表示，調查

顯示，港人將會尋找各種各樣的聖誕禮物，
其中個人電子產品、奇趣小禮品、衣服及鞋
履更是最受歡迎的產品。有見於流動購物越
來越普及，零售商制定營銷策略時必須牢記
這一點。流通應用程式將會是非常盛行的購
物方式，方便消費者為親朋好友選購節日禮
物。

今年香港
十大節日禮品
1.個人電子產品 42％
2.奇趣小禮品 41％
3.衣服及鞋履 39％
4.美容產品 38％
5.玩具 35％
6.店舖優惠券 34％
7.餐廳 31％
8.娛樂 24％
9.珠寶 23％

10.度假優惠 20％

手機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促進流動
支付服務迅速發展，現已有5家銀

行推出手機錢包，進行非接觸式信用卡
交易，而八達通方面亦毫不怠慢，同樣
藉NFC技術發展創新服務，張耀堂表
示，八達通面世16年來，已由交通繳費
擴展至零售支付，現配合NFC技術發
展，相信有很大進展空間。

另拓對個人小額支付
張耀堂指，接下來正考慮發展八達

通網上購物支付，雖然信用卡市場成
熟，但很多市民沒有信用卡，而網購市
場亦正需要新產品，故正為此進行研
發，期望可在將來推出。此外，個人對

個人小額支付方面，亦期望不久將來可
藉手機技術提供相關方案。
他續指，為市民出外旅遊的交通需

要，希望與各國及同業發展手機交通支
付卡互通方案，但具體內容目前仍在研
究當中。另外，運輸處持續研發新一代
泊車系統，相信將來或可藉手機支付技
術，進行遠程泊車咪表支付。而任何手
機支付要成功，有指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便是其附加服務，即以優惠券等吸引用
戶使用，相信NFC手機支付可藉此快
速發展。

手機錢包需克三挑戰
張耀棠、銀通副總經理曾憲求，以及

8家銀行相關業務主管昨出席金管局舉
辦之NFC流動支付研討會，渣打香港
個人銀行香港及大中華區信用卡及私人
貸款業務主管馮鈺龍表示，銀行在共同
發展手機錢包上有三大挑戰，首先在系
統上，流動支付平台有各個持分者，銀

行要隨市場變化作出準備；另外，流動
支付與銀行傳統業務有別，推出產品時
如何迎合整體零售生態需要十分重要；
而且，銀行如何與各個持分者發展更加
緊密關係及其持續性，仍需要去學習及
面對。

八達通謀拓網上支付
藉NFC技術 抗手機錢包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市民將來或可透過八達通進行網上
購物、個人對個人小額交易，以及遠程泊車咪表支付，八達通行政
總裁張耀堂昨表示，公司有意配合手機近場通訊（NFC）技術發
展，有見網上購物市場對新支付產品有需求，以及市民各種生活便
利，正考慮發展八達通網上購物及個人對個人小額支付等服務，但
沒有透露研發情況及推出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智能手機的滲透
率已達70%，手機錢包冒起或會對八達通構成威
脅，而銀行業界方面正按部就班加緊發展有關服
務。銀行公會昨發布NFC流動支付服務《實務守
則》，提出手機錢包的保安規格、技術及操作流程
三大標準，以期達至早前擬定的四大發展目標，金
管局副總裁彭醒棠對此表示歡迎，並指制定共同標
準，對服務之間的互聯互通極為重要，而受金管局
接納為監管指引的保安規格可為市民提供信心。

設一致及嚴謹保安規格
金管局年初訂下四大長遠發展目標，即「一機多
卡、轉台容易、換機方便、嚴謹保安」，現落實實

務守則，三個範疇包括，設下一致及嚴謹的保安規
格；採用廣泛應用的業界及國際技術標準，促使
NFC基建、流動裝置及終端機互聯互通及持續發
展；將操作流程大致統一，以便用戶使用。
金管局金融基建部助理總裁李建英表示，手機錢

包仍在起步階段，論成功與否仍言之尚早。現有6
家金融機構、2家電訊商及2家支付卡機構參與市
場，反應踴躍，就現階段而言已非常成功。展望其
他銀行及支付卡機構正籌備有關服務，而明年初將
有另外2家電訊商（CSL及數碼通）提供服務，加
上市場正研究可兼容多張銀行卡的SIM卡產品，以
及銀通將為會員提供共用平台，相信市場能夠達致
互聯互通。

銀公推流動支付實務守則

香港文匯報訊 李氏大藥廠（0950）旗下產品
打入美國市場。集團昨宣佈，集團旗下聯營公司
普 樂 藥 業 與 Marathon Pharmaceuticals, LLC
（「Marathon」）簽訂關於粉末皮內注射系統
（利多卡因鹽酸鹽一水合物）Zingo的特許、分銷
及供應協議。根據協議，普樂委任Marathon作為
Zingo在美國的獨家持牌人、分銷商、營銷商、廣
告商、推銷商、進口商及銷售商。該協議於本月
15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李氏大藥廠進軍美市場

包浩斯半年多賺55%

■愈來愈多的傳統行業利用互聯網擴大市場份額。

■彭醒棠(中)稱，制定共同標準，對服務之間的互聯互通極
為重要。旁為李建英(右)及銀行公會NFC流動支付專責小
組主席麥中和。 陳遠威 攝

■ 張 耀 堂
稱，正考慮
發展八達通
網上購物及
個人對個人
小額支付等
服務。
資料圖片

■崔家榮預
期，稅貸放
款額仍有上
升空間。
方楚茵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