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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第24屆教育及職業
博覽正在會展舉行，大會前日請來網絡紅人笨吧
（BOMBA）兩位創辦人Fox Yu及Kibi Ng分享創作
經驗。BOMBA在上年更打入香港2013年度十大熱
門YouTube頻道訂閱排行榜。Fox表示：「最初只為
興趣，覺得拍片好玩，沒想過能把興趣變成職業。」
其中短片《女友心底話》錄得76萬次點擊率。

資金是最大問題
Fox指自己從小到大對電影抱濃厚興趣，早在大學
時開始自製短片，上載到網站與人分享。他憶述自己
2012年大學畢業後，就決定與小學同學合組短片製

作公司，開始為企業拍攝廣告片。最初客戶以遊戲品
牌為主，其後知名度愈來愈高，客戶延伸至各行各
業，現時平均每月為不同企業拍攝3至4條宣傳片。
Fox的創業過程亦非一帆風順，他坦言當中最大的

挑戰，是初期自費拍片的資金問題。「我們最初靠一
部DC仔（數碼相機）拍攝，為解決資金問題，不斷
參加校內及坊間的拍攝比賽，贏取獎金添置器材」。

創作以趣味為先
BOMBA另一創辦人Kibi Ng分享指，將興趣變成

生意的最大差異，就是為客戶製作宣傳片要考慮商業
需要。「和興趣不一樣，我們需要嘗試站在客戶層面

思考，考慮產品特點，希望創作吸引外，又能為滿足
客戶需要」。他表示，「在平衡廣告片的趣味及商業
需要時，我們傾向以趣味為先，因為過於硬銷會失去
宣傳功效」。
「我們曾做過地產、售貨員等，正因為不斷嘗試，

才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Fox鼓勵學生及求職人士
應趁着年輕勇於嘗試，「有些事你今天如果不做，可
能永遠都不會做了」。
Fox又透露，自己一直是靠上網及在書本上自學拍

片技巧，自我增值，未來希望有朝一日能拍攝一套完
整電影。他續指，BOMBA正籌備普通話短片，嘗試
打入內地市場。

BOMBA創業經驗 勇於嘗試

■BOMBA創辦人Fox Yu(左)及Kibi Ng分享創作經驗。

崑
崙
：
哈
幣
貶
值
影
響
收
益

TCL推TV+家族新品
香港文匯報訊 TCL 多媒體（1070）昨在北京舉行
「TV+，全玩真的！──TCL愛奇藝TV+家族發布會」。
繼去年9月與百度旗下的愛奇藝合作推出「TCL愛奇藝
TV+」後，發布全新TV+家族系列。
發布會共推出3個全新版本的TV+，一共9款新品，全

面覆蓋從32英寸到55英寸的主流尺寸及從2D到4K的顯示
技術，並且全面創新升級硬體、內容和操控等方面。
TCL多媒體首席執行官郝義表示，隨着互聯網電視競爭
格局日益清晰，集團將加強智能電視生態圈的布局，在鞏
固硬體業務發展的同時，將加強橫向聯盟，開拓內容和服
務合作。同時，集團將以互聯網的思維研發、製造和行銷
產品，建立及鞏固互聯網化的布局，目標把TCL多媒體建
成多媒體娛樂科技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哈薩克斯坦貨
幣大貶值19%，在哈薩克斯坦有業務的崑崙能源
（0135）昨表示，來自哈薩克斯坦業務貢獻佔公
司稅前溢利約一成，因此該國早前的貨幣大貶
值，對公司的匯兌差額帳戶及2014年整體綜合收
益，可能產生一定影響。
除了崑崙能源外，另一家從事油田服務的華油

能源（1251）在較早前亦預警指，哈薩克斯坦貨
幣大幅貶值，將可能對公司今年度收入產生一定
影響。
美國縮減買債規模對新興市場貨幣造成壓力。

隨着最大貿易夥伴俄羅斯的貨幣貶值後，哈薩克
斯坦國家銀行於2月11日宣布將該國法定貨幣堅
戈（Tenge）大幅貶值19.3%，美元對堅戈的兌換
基準價從前一日的1比155.5調整為1比185。
崑崙能源昨收報13.44元，升0.15%；華油能源

收報4.71元，升6.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謝瑞麟基金會與港大合辦
課程日前正式開班，為該「高消費品產業創意管理課程
2013-2014」打頭炮的講師，就是創辦人謝瑞麟自己。他將
與學員分享自己的傳奇人生。
謝瑞麟由13歲做學徒，入行65年，他的成功經歷年輕人

自然聽出耳油，但據聞現場他第一條給年輕人的問題，原
來是叫大家估他幾多歲。可能謝生當時輕裝上陣，又幽默
連場，學生一般估少近10歲至20歲，更有外籍學生開玩笑
估他21歲，逗得78歲的謝瑞麟非常開心，交流暢快。
其後講師除了有謝瑞麟的高層外，亦不乏星級講師猛

人，包括大家樂主席陳裕光、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連音
樂人趙增熹都撐場，課堂精華片段隨後更會上載於社交媒
體，讀者如有興趣到時可上網觀看。

謝瑞麟港大合辦課開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外電消息稱，光匯石油
（0933） 計 劃收購美國油企 Anadarko Petroleum 和
Newfield Exploration的中國業務，已與兩公司展開磋商。
路透社昨引述消息人士指，光匯石油多年來一直尋找在

中國和海外上游投資的機會。光匯石油的股票自2月11日
以來暫停交易，以待公布一項「非常重大的收購交易」。
光匯石油停牌前報2.22港元。
消息人士指，目前尚不能立刻知曉該公司停牌是否與

Anadarko和Newfield的協商有關。光匯石油拒絕置評，
Anadarko和Newfield則未有回應。
早在去年11月，Anadarko表示，正考慮出售在中國持有

的石油和油氣項目，價值約10億美元。

光匯石油傳購美油企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中信銀行（0998）指該行不存在與阿里巴
巴的股權合作，該股昨微跌0.49%，收報4.1元。公告指，
該行目前經營正常，不存在應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訊息。
信行公告稱，近日有媒體稱該行與銀聯和阿里巴巴合作

的有關消息，該行在日常經營業務中與銀聯和阿里巴巴均
有合作。截至公告日，不存在與阿里巴巴的股權合作。公
告又補充，在未來至少3個月內，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信集團亦不會籌劃對該行的重大事項。
有銀行業分析師表示，信行與騰訊（0700）正在推進的
業務合作亦給了游資炒作該行股票的理由。本周一，中信
信用卡手機QQ銀行正式上線，成為內地第一批入駐QQ
生活服務平台提供信用卡服務的銀行。

信行微跌 否認阿里入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招商銀行（3968）昨公布去
年全年業績快報，期內純利按年上升14.42%至517.95億元（人
民幣，下同）；每股基本收益2.3元，上升9.52%。營業收入
1,326.61億元，升17.025%；營業利潤升15.06%至680.1億元。
截至去年底，貸款和墊款總額2.1958萬億元，上升15.3%；
存款總額2.7755萬億元，上升9.6%。不良貸款比率增長0.22
個百分點至0.83%。該股昨收報14.38港元，升0.98%。

招行去年多賺14%

星展料今年息差穩定
去年純利53億增18% 人幣業務增長可觀

龐華毅昨日於業績會上表示，該行
去年貸款增長逾20%，升幅與同

業相若。由於美國退市和內地收緊銀
根，融資成本上升，今年首季已見存
款競爭有加劇跡象，預期今年淨息差
會較去年有所收窄，貸款業務增長幅
度亦將回落至單位數。問及金管局對
私人貸款收緊監管的影響時，他指該
行的私人貸款及信用卡業務佔總貸款
比例較小，因此不會受到影響，但該
行會密切注意。

今年更多內企來港貸款
人民幣業務方面，董事總經理張建
生透露，純粹的人民幣業務佔總收入
20%，取得可觀增長。與人民幣相關

的業務亦表現不俗，主要是由於剛開
始發展階段的基數較低，今年或會有
所放緩，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增幅不會
太快。不過隨着內地收緊銀根，內地
企業的境外貸款、銀團貸款以及發債
的趨勢均將持續，料今年會有更多內
地企業來香港貸款。

華銀收購永亨未構壓力
問及新加坡華僑銀行收購永亨

（0302）會否加劇競爭，對該行構成
壓力？星展集團執行總裁高博德表
示，星展與內地關係良好，人民幣業
務已經有自身的聯繫渠道，加上兩家
銀行定位不同，相信不會有太大競
爭。

業績報告披露，該行去年的凈利息
收入增加14%，主要因平均貸款上升
所致，凈息差增加8個點子至1.56%。
由於財資產品的銷售和交易收益強
勁，加上重新定位業務推動來自銷售
財富管理產品、貿易及匯款服務和資
本市場相關的服務費收入，非利息收

入上升30%，佔總收入的45%。資產
素質維持穩健，不良貸款比率為
0.6%。
至於星展集團的業績，集團去年錄

得純利35億新加坡元，也創歷史新
高。除撥備前溢利增加13%，首次超
過50億新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星展香港昨公布去年第四季及

全年業績，其中第四季錄得純利13.32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9%。全年則錄得純利52.67億元，同比增長18%，創新高紀

錄。行政總裁龐華毅表示，由於美國退市加上內地收緊銀根，該

行去年第四季的淨息差受壓，這一趨勢相信會持續到今年，但該

行可透過貸款增長抵消負面影響，有信心今年的息差表現不會發

生大變化。

■張建生(左)指，去年人民幣業務增長可觀。旁為董事總經理及財務總監陳立
珊。 張偉民 攝

金沙去年賺172億大增八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金沙中國（1928）
昨公布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全年度業績，錄得利潤
22.15億美元（約171.76億港元），較2012年同期大
增79.2%。如不計金沙城中心的開業前開支及有關第
七及第八地段及澳門威尼斯人太陽劇團表演閉幕的減
值虧損，經調整利潤亦增加46.4%，至22.21億美元
（約172.21億港元）。每股基本盈利27.49美仙，不
派末期息。

娛樂場淨收益79億美元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的娛樂場收益淨額為79.05億

美元，同比增幅為37.7%，主要是由於金沙城中心受

二A期於2012年9月開幕及於2013年2月貴賓博彩業
務擴張所帶動，以及澳門威尼斯人受中場及貴賓客戶
分部博彩額增加帶動貢獻增加所致。購物中心收益為
3.24億美元，增長35.7%。客房收益淨額3.11億美
元，增長37.0%，主要由於最新綜合度假村金沙城中
心內三座酒店大樓全面投入營運所致。
餐飲收益方面，報告披露期內淨額為1.53億美元，

增長43.8%，亦是由於金沙城中心全面投入營運以及
其他物業的餐飲食肆因物業入場人次上升表現向好。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會議、渡輪、零售及其他
收益淨額為2.15億美元，增幅為7.3%。
金沙中國昨收報59.5港元，升0.85%。■金沙去年錄得利潤約171.76億港元。資料圖片

國壽首月保費收入增73%

嘀嘀打車微信吸客4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壽（2628）、平安保險（2318）、中國太保
（2601）及中國太平（0966）四間內地保險公司昨同日公布1月份
保費收入。
國壽於1月1日至1月31日期間累計原保險保費收入約為809億元
（人民幣，下同），按年增約72.9%，按月更急升4.15倍。

平保1月保費增收逾41%
平安保險上月各項原保險合同保費收入總計超過535億元，按年增長超
過41%。其中壽險業務的原保險合同保費收入372億元，按年增44.8%；
財險業務保費收入154億元，按年增長33.7%；健康保險保費收入6,218
萬元，按年增1.25倍；養老保險保費收入8.51億元，按年增近47%。

中國太平保費增收逾1.3倍
中國太平1月各項主要保險業務的保費收入合共近165億元，按年增
長超過1.3倍。其中人壽保險業務保費收入近150.27億元，按年增1.52
倍；財產保險業務保費收入12.38億元，按年升近30%；養老保險業
務保費收入2.14億元，按年升15%。

中國太保保費增收25.6%
中國太保上月原保險業務收入超246億元，按年增長25.6%。壽險
業務累計原保險業務收入146.2億元，按年增31.7%；財險業務收入
99.96億元，按年增17.6%。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消息，1月10日至2月9日，嘀嘀打車總微
信支付訂單約為2,100萬單，吸引4,000萬用戶。活動期間，嘀嘀打車
用戶較活動前增長一倍；日均訂單為183萬單，2月7日節後第一天達
到峰值262萬單，微信支付訂單峰值過200萬單。嘀嘀打車開通服務
的58個城市均有成功使用微信支付來支付打車費的記錄，其中33個
城市日均微信支付訂單超過1萬單。
嘀嘀打車運營副總裁張晶表示，此前第一輪活動已培養了一批使用

嘀嘀打車叫車以及通過微信支付車費的用戶。根據嘀嘀打車後台顯
示，在活動最開始的一周內，七八成出租車師傅是收到一筆車費立刻
提現，估計是因為擔心這種新型支付模式是否安全。後來發現這些師
傅降成一天提現一次，現在近九成司機每三天提現一次，司機對於嘀
嘀打車及微信支付的信任正逐漸提高。

中行台分行啟兩岸美元匯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行（3988）昨宣布，
中行台北分行作為兩岸間美元匯款代理行，
正式啟動兩岸美元匯款服務。中行表示，此
舉將充分發揮中行兩岸清算渠道和系統優勢，
實現兩岸間美元快速結算。
隨着台灣外幣結算平台下兩岸美元匯款

服務推出，中行將美元結清算服務由台灣
延伸到兩岸，美元匯款毋須繞道歐美地區
銀行，從而提升兩岸間匯款效率，降低了
民眾匯款成本。
同時，通過台灣外幣結算平台與大陸外

幣支付系統間接相連，可為兩岸企業提供
實時便利的金融服務，保障兩岸企業資金
調度需要。
作為首家在台灣地區設立經營分支機構

的大陸商業銀行，中行台北分行於2012年
12月獲准擔任台灣地區人民幣業務清算
行。2013年9月30日，台灣人民幣結算業
務納入台灣外幣結算平台，中國銀行台北
分行擔任清算行，提供台灣地區及跨境
（含大陸、香港及其他地區）人民幣匯
款、資金調撥的結清算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新濠博亞（6883）去年全年純利
急增53%至6.37億美元（約49.7
億港元），每股盈利38.6美仙，
並首度宣布派特別息每股約11.5
美仙（約90港仙）。該股昨收報
110港元，升1.1%。澳門博彩的
黃金時期開始過去，今年1月博彩
收入有明顯放緩，澳門經濟財政
司司長譚伯源昨預期，今年澳門
經濟平穩發展，博彩業難以維持
過往數年的高雙位數增長，料全
年博彩收入增幅與去年相若。

多賺53%股價升1.1%
分析認為，1月份博彩收入表現失色，
是由於貴賓廳收入增長放緩，憂慮會成為
市場趨勢。譚伯源表示，過去兩年中場收
入增長較貴賓廳高，但因中場收益基數較
低，預料僅帶動整體收入增長10%。新濠
博亞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何猷龍表示，今
年農曆新年收入表現不差，相信將創下紀

錄，當中中場收入增長尤其強勁。
單計去年第四季，新濠博亞旗下新濠天

地淨收益10.958億美元，上升41.9%；經
季節調整 EBITDA 升 58%至 2.195 億美
元。泥碼下注額256億美元，升9%，泥碼
贏率升0.4個百分點至3%；中場賭桌下注
額增加29%。非博彩收益總額上升10%至
7,090億美元。

新濠博亞新年收入好料創紀錄

■何猷龍指，今年中場收入增長強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