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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金融推強積金成分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泰航空
（0293）昨日公布與港龍航空2013年12月份合
併結算的客、貨運量。客運方面，兩航空公司在
12月份合共載客260.41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
3.3%；運載率為82.4%，上升1.7個百分點。以可
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亦上升3.2%。2013年全
年的載客量上升3.3%，運力則下降1.8%。

上月貨運量按年跌5%
貨運方面，兩航空公司在12月運載的貨物及郵

件合共13.96萬公噸，較2012年12月下跌5.0%；
運載率為63.3%，下跌4.1個百分點。以可用貨物
及郵件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上升1.8%，而貨物及
郵件收入噸千米數則下跌4.4%。2013年全年的貨
物及郵件運載量合共下跌1.5%，而運力則上升
1.7%。

日韓東南亞航線暢旺
國泰航空收益管理總經理唐偉邦表示，12月份

休閒旅遊需求強勁，特別是本地市場，集團亦因
應需求額外加開航班。雖然不少旅客因泰國政局

不穩而取消前往曼谷，然而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旅遊熱
點的航線表現最為暢旺。同時，長途航線需求理想，亦見
更多旅客選搭特選經濟客艙。
國泰航空貨運營業及市務總經理薩孟凱表示，航空貨運

繼11月的季節性高峰期後，於12月中旬趨於平穩。集團亦
收到以應付聖誕節前夕需求的泛太平洋航線包機訂單；貨
運航班班次於月內第三周已回復高峰期前水平。又透露，
集團於12月接收了3架波音747-8F貨機以不斷提升運作效
益，特別是泛太平洋的主要航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遠威）永明金融昨宣布，
上月10日夥拍貝萊德推出
的強積金成分基金，追蹤
「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
表現的「永明富時強積金
香港指數基金」已完成所
有審批，現正式向外推
廣。
永明金融退休及團體保

險高級副總裁陸季嬋昨表
示，該強積金成分基金A
類及B類單位的現行基金
管理費均為0.99%，覆蓋
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全數
249隻股份，能充分反映市場變化，相信長遠而言回報較追
蹤恒生指數的指數基金穩定。
貝萊德董事兼香港零售及iShare安碩分銷業務主管李紹

莉表示，貝萊德旗下有3隻追蹤指數基金，首先在強積金
成分基金上推出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基金，是有見香港市
場基金有發展空間。日後亦會將另外兩個指數基金引進強
積金計劃。該基金去年8月成立，現時規模逾6億元。

百富環球獲意銀行銀聯認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最大的電子支付銷售

點（「EFT-POS」）終端機解決方案供應商百富環球科技
（0327）昨日宣布，歐洲最大銀行之一的意大利裕信銀行
表示，將通過百富POS終端在意大利的銀聯卡受理業務，
以擴大中國銀聯卡在當地的使用範圍。
百富環球是第一家從意大利裕信銀行旗下全球服務公司

UBIS獲得銀聯認證的POS終端廠商，將給裕信銀行合作商
戶提供百富S90手持無線POS終端（GPRS通訊）和S58台
式POS終端，S90和S58均已獲得意大利支付權威機構
Consorzio Bancomat的認證。
意大利裕信銀行和中國銀聯已於去年年底在米蘭正式宣

布合作協定。意大利裕信銀行董事總經理 Federico
Ghizzoni表示：「前往意大利旅遊的中國遊客每年持續上
升，去年已經超過了100萬人次，因此眾多商家渴望能受
理中國銀聯卡支付業務」。
目前，意大利有超過10萬家商戶可受理中國銀聯卡支付

業務，並且70%的ATM（自動櫃員機）受理中國銀聯卡取
現業務。

平保壹錢包內測版上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平保昨日在上

海舉辦互聯網金融戰略溝通會，首次公開「1333」社交金
融服務平台戰略。並推出壹錢包內測版當天上線，針對平
保內部員工及部分客戶測試，徵集意見。
平保集團董事長馬明哲、總經理任匯川攜平安互聯網金

融旗下5名高層出席溝通會。據馬明哲介紹，為實現中國
個人金融生活服務提供商的戰略目標，集團堅持「兩條腿
走路」：一方面，傳統金融業務積極落實「金融超市，客
戶遷徙」，推進「一個客戶，一個賬戶，多個產品，一站
式服務」模式，推動保險客戶遷徙到銀行和資產管理。
據稱平保將依託壹個錢包，將互聯網金融融入「醫、食、
住、行、玩」，實現3大功能：管理財富、管理健康、管理
生活；覆蓋3層用戶：平安員工、平安客戶、社會大眾；歷
經3個階段：基礎整合、金融整合、服務整合；以及逐步推
出333項生活場景應用，即「1333」戰略。

新百貨整餅吸客迎新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本港商場經常舉辦活動吸引
人流，新世界發展（0017）旗下K11經常設有藝術活動，近
年還有女士最愛的烹飪班。昨日同系新世界百貨（0825）的
一個活動中，就帶記者到場內鴻星集團旗下「Easy 123 Dining
& Cooking Studio」廚藝工作室製作蘿蔔糕迎新春。
企業新年送糕點見得多，但極少會一齊製作蘿蔔糕，此

活動既可收宣傳之效，又間接令租客受惠。新百貨企業事
務總監胡玉君稱自己近日都有到場學製作笑口棗、煎堆迎
春。聽師傅講，場內有不少內地客吃完飯轉頭就入場學製
餅、製作點心，課程反應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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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引新投資者 Tom袋15億

8分猴年版票周六拍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斯賓克拍賣行將
於18日至19日舉行郵品及錢幣拍賣會，當中推出
近2,000批珍貴拍品，包括熱門的1980年8分猴年
版票，估價超過100萬元。

內地受歡迎 估價逾百萬
斯賓克的郵票專家Neill Granger昨指，今次拍
賣會仍有近年備受藏家追捧的1980年8分猴年版
票，是次拍賣的「金猴」80枚全張版票估價超過
100萬元。Neill表示，8分猴票在內地很受歡迎，
主要收藏家都是中國人，亦有部分人會買來送
禮。
同場另一件矚目的拍品，是一個估價同樣高達
100萬元以上的1884年寄往德國的郵封。「此郵
封同時貼上了中國大龍郵票及香港郵票。封上亦
有罕見的紅色九江日戳，是已知全球僅有3個蓋
上此日戳的郵封之一」。他進一步解釋，此郵封

由於是要經香港再去到德國，因此亦貼上了當時
香港的英屬郵票。另外紅色的九江日戳，亦屬罕
有，其中一個原因是用紅色的九江日戳時期很
短。

出現罕見銀行百元樣票
在紙幣方面，斯賓克紙幣專家Barnaby Faull表

示，在這15年紙幣拍賣市場開始興起，今次超過
1,000件紙幣拍品中，Barnaby Faull介紹了一件比
較有趣的收藏。這是估價超過15萬元的1882香港
上海滙理銀行100元樣票。「這張紙幣在世界上應
該只有1張，有英女皇維多利亞的樣，亦未在市面
流通過。樣票只會出現在印刷公司或銀行，以便
在印刷前校對的紙幣」。
Barnaby Faull還補充，在市面上流通過的紙幣

名為「行票」，所以未在市面流通過的樣票一般
會比行票值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國人壽富蘭克林資
產管理昨公布，公司今年的資產規模突破100億美
元，折合約780億港元。總裁陳東表示，公司已取得
10億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預
料1億美元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額度亦將
於今月底批出。

看好高收益債券表現
雖然美國減少買債不利債市，但陳東指不應過分悲

觀，公司看好高收益債券的表現，故未來仍會繼續維
持債券為主的投資組合，包括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
（如國開行）和內地評級AA以上企業債。股市方面則
看好中國概念股的走勢，特別是科網、消費、清潔能
源及環保相關股類。公司亦有意發展內地和香港基金
互認的產品，目前正在研究及準備階段。
公司計劃未來大力拓展第三方客戶市場，除保險資

金外，還會擴展至機構資金和個人投資者資金。目前
已向中國證監會提出申請，料今年上半年可獲批推出
首個公募基金。早前取得的10億RQFII額度料於今月
底用盡，屆時會再提出申請。

國壽富蘭克林擬再申RQ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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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隨着內地企
業加快「走出去」，香港平台的重要性出現下
降趨勢。博裕資本主席兼聯想（0992）獨立非
執董馬雪征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中央政府鼓勵
內地企業到海外發展，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
很多內地企業開始直接「走出去」，不再採取
繞道香港的做法。不過她強調，香港擁有諸多
制度優勢，仍然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相信
未來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對海外直接投資的
數額均會呈上升趨勢。

內地對海外直接投資飆升
馬雪征昨日出席香港發展論壇時表示，2003
年內地對海外直接投資僅為30億美元，到2012
年已達88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
國和日本。2012年香港的海外直接投資為840
億美元，兩者相加已達到世界第二。她稱「加
在一起不為過」，因為香港有60%以上的資金
是來自於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或是在香港註
冊的專門項目公司，然後把錢投資到海外去。
不過馬雪征指出，與內地相比，香港的海外

直接投資連續四五年呈下降趨勢，2013年首三
季同比下降12%，這固然與世界經濟放緩和歐
美經濟衰退相關，但內地企業的直接投資能力
上升，也是一大原因。她指，中央政府對直接

海外投資給予了諸多鼓勵措施，包括不斷簡化
審批手續；鼓勵銀行提供金融支持；根據不同
國家，減少和避免雙重徵稅；保險支持和人民
幣換匯支持等。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很多內
地企業開始直接「走出去」，不再採取繞道香
港的做法。

港專業服務助內企走出去
不過馬雪征之後又補充稱，香港窗口在改革開

放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專業服務、資訊、
法規法制、會計和審計等制度，均屬國際一流水
平，因此才能造就國際一流金融中心。未來在內
地企業走向海外的過程中，香港仍然能扮演非常
重要、有利的角色。相信未來無論是內地還是香
港，對海外直接投資的數額均會呈上升趨勢。
騰訊（0700）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亦在同一場
合表示，香港有很多基礎優勢，包括管理、貿
易、服務和金融等行業，如能與互聯網結合起
來「大有可為」。他又笑稱：「手機已經成為
人的電子器官，自己已經幾乎不用電腦，用手
機就可以處理一切事情。」手機移動終端正和
愈來愈多傳統行業結合，「沒有行業不需要互
聯網」，目前內地的網民和手機用戶數量均已
是世界第一，加上經濟仍在不斷發展，帶來的
商機將不可限量。

Tom集團的聲明稱，公司將以郵樂
控股（前稱 TOM Technical

Ltd）作為媒介，與中郵集團成立一間新的
合營公司，由公司與中郵集團分別佔49%
和51%股權。

重組郵樂控股
Tom集團將以提供市場推廣資源，最高

金額為1.55億元人民幣，作為發展及宣傳
合營公司集團的業務，接受發行可轉換貸
款本金金額為1.55億元人民幣，以及轉讓
與合營公司集團業務相關的若干軟件、有
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等方式出資。
至於中郵集團則以現金4,423.85美元出
資認購合營公司的新股，以及承諾以合營
公司集團作為其發展商品買賣電子商務業
務的唯一平台。
合營公司昨與獨立投資者簽署認購協
議，投資者將斥資1.1億美元認購A系列優
先股，佔全面攤薄後的合營公司總股本的
13.25%。完成後，Tom集團、中郵集團及
投資者將分別持有合營公司的42.51%、
44.24%和13.25%股權。

去年度入賬13億
Tom集團表示，完成交易後，基於公
司不再對郵樂控股行使控制權益，預期
該交易可確認約15億港元的股東應佔收
益，其中約13億港元錄於2013年度，約
1.6億港元錄於2014年度。
董事相信，成立合營公司及投資者認購
將加速郵樂集團之業務發展，以配合電子
商務行業於國內外的高增長發展。
Tom集團昨停牌，停牌前報1.39港元。

公司已申請於今日恢復買賣。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Tom 集 團
（2383）昨宣布，將重組與中郵
集團合資的郵樂控股，引入新的獨
立投資者為股東，預期交易可為公
司帶來約 15 億元的確認股東收
益。

■左起：永明金融退休及團體
保險高級副總裁陸季嬋、貝萊
德董事李紹莉、貝萊德董事翁
嘉升。 陳遠威 攝

■陳東看好
高收益債券
的表現。右
為副總裁周
自堅。
張偉民 攝

■Neill Granger■Neill Granger手上的手上的
郵封郵封，，貼有當時香港的貼有當時香港的
英屬郵票英屬郵票。。 蔡明曄蔡明曄 攝攝

■Barnaby Faull手持1882年香港上海
滙理銀行100元樣票。 蔡明曄 攝

■■馬雪征馬雪征((左一左一))指指，，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過程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過程
中中，，起到重要作用起到重要作用。。右為騰訊公司首席執行官右為騰訊公司首席執行官
馬化騰馬化騰、、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陳啟宗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陳啟宗、、中投國中投國
際際((香港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遵義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遵義。。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