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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訊速遞財訊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博鰲報道）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10日
在博鰲表示，IPO註冊制改革草案將於今年底出台，證監會2014年
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研究註冊制實施的方案。
肖鋼稱，由於實施註冊制的前提是修改《證券法》，因此今年肯

定不能實施；如明年《證券法》修改完成，註冊制就能實施。他認
為，註冊制並不意味着不審，更不是垃圾股可隨便亂發，全球各個
國家和地區實行IPO註冊制，做法不完全一樣，但有一個基本點，
就是發行要以信息披露為中心。即證券監管機構要對發行人的信息
披露的準確性、全面性、及時性進行審核，但是不對這個公司的投
資價值和持續的盈利能力做出判斷。
據悉，證監會日前曾專門邀請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介紹香港市

場制度並探討改革問題。李小加表示，供需平衡是市場平衡基礎，
與美國、香港市場相比，內地散戶多、機構投資者佔比小，註冊制
將對現有市場邏輯和利益格局形成衝擊，所帶來的陣痛不可避免。

肖鋼：IPO註冊制改革擬年底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國建築國際（3311） 昨公布，
集團今年首季（1月至3月）累計新簽合約額228.7億元（港幣，下
同），按年增長44.2%，相當於完成今年全年目標（不低於550億
元）的41.6%。截至3月底，公司在手總合約額1,358.9億元，其中
未完合約額889.3億元，按年增30.3%，足夠集團未來3年建造。

中國建築首季簽228億 增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興通訊（0763）昨發盈喜，預期
截至今年3月底止第1季期內股東淨利潤料介乎4.25億元（人民幣，
下同）至6.37億元，較去年同期約2.05億元，按年上升107%至
211%。至於首季每股盈利料介乎0.12元至0.19元，較去年同期0.06
元，按年上升100%至217%。主要是由於期內該集團持續加強合同盈
利管理，國際合同毛利率改善、內地4G系統項目營業收入佔比上
升，總體毛利率和毛利總額均有較大提升。

中興料首季多賺最高2.1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全球最大商用車生產商北
汽福田汽車日前在美國發佈歐曼GTL超能版載重汽車，該車由福田
汽車、德國戴姆勒、美國康明斯聯手打造的高端重卡，排放達到歐
Ⅵ標準，是主要針對歐美高端市場定向開發的節能環保產品。

擬增資20億提升產能
此外，根據規劃，福田汽車將聯合康明斯和福田戴姆勒共投資20
億元人民幣，將巴西和中國超能動力發動機製造基地的年產能提升
到6萬台。
福田汽車集團總經理王金玉在「歐曼GTL超能版全球發佈」儀式上

介紹，歐曼GTL超能版充分發揮了中國福田汽車在市場、管理、成本
控制方面的優勢，吸收了美國康明斯領先的發動機技術和質量管理方
面的優勢，承襲了德國戴姆勒在整車技術與製造管理方面的優勢，從
一開始就定位於世界級高端重卡。
業內專家評價認為，歐曼GTL超能版重卡是中美清潔能源合作領
域的重要突破。

福田汽車在美發佈新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奇虎360副總裁李濤表示，

目前內地市場已漸趨飽和，內地互聯網公司紛紛拓展海外市

場，去年該公司開始進軍海外市場，目前已在美國和新加坡

設立了兩間子公司。他並指出，香港在發展資訊科技方面，

似乎未如發展金融和貿易那樣積極，譬如在吸引奇虎360設

立公司方面，新加坡政府表現較香港更為積極。

李濤昨日在港出席由《信報》、
StartUpBeat 和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聯合主辦的互聯網領袖
峰會期間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目前奇虎 360 在全球電腦
（PC）和手機的安全防護方面的客
戶均超過5億戶，其中海外市場均為
5,000萬戶左右，其主要市場還是在
內地。

基本統領內地擬進軍海外
李濤指出，截至去年底，奇虎360

在內地PC和手機的安全防護市場佔
有率分別達到95%和75%，再發展
的空間有限，而東南亞、南美等地
市場在互聯網的發展方面較中國落
後5至 10年，仍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因此，從去年開始進軍海外市
場，其中重點是東南亞和南美市
場。
他不諱言歐美互聯網市場發展比

較成熟，對奇虎360拓展業務來講
是「難啃的骨頭」，因此該公司選
擇相對有較大發展空間、相對容易
拓展業務的東南亞和南美市場作為
發展的重點。他透露，目前該公司
已分別在美國和新加坡設立了兩間
子公司，在巴西入股當地防毒軟件
公司PSafe，在台灣與希悅公司在安
全防護方面進行合作。
較早前李濤接受台灣媒體採訪時

表示，奇虎360希望與希悅公司合
作今年在台灣安全軟件市場佔據
50%的市場份額。
談到對香港市場的看法，李濤認

為，香港的主要優勢是金融和貿
易，而對資訊科技的發展似乎未有
足夠的重視，香港政府應該思考未
來10年、20年互聯網將是一個怎樣
的發展趨勢。他表示，香港亦有不
少客戶使用360安全軟件，但公司
未有準確的統計數字。

棄港投星冀拓東南亞市場
在被問及為何奇虎360選擇在新

加坡設立子公司而不考慮香港時，
李濤表示，該公司在新加坡設立子
公司，主要考慮到新加坡可輻射馬
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等地
市場，另外新加坡的華人文化亦是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李濤續稱，新加坡政府在吸引奇

虎360在當地設立公司非常積極，

新加坡的經發局和科技局在得知該
公司有意在新加坡設立公司後，有
關人士親自到北京拜訪和參觀該公
司。他還表示，新加坡對奇虎360
在當地設立公司，在稅務方面提供
優惠以及在人才引進方面提供便
利。
李濤又指出，其實香港在輻射東

南亞市場以及華人文化方面與新加
坡相比並無劣勢，但香港對資訊科
技的發展似乎未有足夠的重視。

境外投資 一般項目實行備案制
香港文匯報訊 為加快內企走出去，推進境外

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國家發改委發布境外投資項
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大幅提高境外投資項目
核准權限、縮小核准範圍，對一般境外投資項目
一律實行備案制，意味着發改委對審批權限的進
一步下放。
據刊在發改委網站的新聞稿稱，與2004年發布
的境外投資項目核准暫行管理辦法相比，新規將
發改委核准權限由資源開發類中方投資3億美
元、非資源開發類中方投資1億美元及以上統一
提到中方投資10億美元及以上，中方投資10億
美元以下項目一律實行備案。

審批權限進一步下放
原規定的核准範圍，包括境內各類法人通過在境

外控股的企業或機構在境外實施的投資項目；而此
次公布的辦法規定，已在境外設立的中資企業在境
外實施的再投資項目，如不需要境內投資主體提供
融資或擔保，不再需要辦理核准或備案。
在簡化程序和明確時限方面，辦法規定，不再

要求地方企業按照縣、市、省層層申報。同時，
核準備案辦法對發改委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備案
的全流程辦理時限均進行了明確，並對核准、備
案條件也進行了簡化。

涉敏感仍需發改委核准
辦法提到，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

境外投資項目不分限額，由國家發改委核准。其
中，中方投資額20億美元及以上，並涉及敏感國
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境外投資項目，由發改委
提出審核意見報國務院核准。
辦法所稱敏感國家和地區包括：未建交和受國

際制裁的國家，發生戰爭、內亂等國家和地區；
敏感行業則包括：基礎電信運營，跨境水資源開
發利用，大規模土地開發，輸電幹線、電網，新
聞傳媒等行業。

義烏電商博覽數萬網商與會 港企進駐前海企業公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義烏報道）中國首屆國家級

電商博覽會—2014中國國際電子商務博覽會4月10日在浙江
義烏開幕，數萬網商與專業觀眾到會洽談、對接、採購，
2014中國（義烏）世界電子商務大會亦於此間同期舉行。
由浙江省政府主辦本屆電商博覽會展覽面積達40,000平方

米，吸引了國內外大批的電子商務行業的領軍企業、業界精
英，以及來自內地23個省市的專業觀眾參會，如亞馬遜、阿
里巴巴、eBay、百度、京東商城、蘇寧易購、國美在線、慧
聰網等國內知名電商平台，還有比利時郵政、東方航空、圓
通快遞、中通快遞、中國移動、中國電信、農業銀行、工商
銀行、招商銀行等內地知名電商服務企業。

設金融展區助力網金發展
在互聯網金融熱度持續升溫的當下，本屆展會特別設置了

電子商務金融投融資服務展區，國內外眾多知名銀行、基
金、信託等傳統金融機構以及天使基金等風投公司和新興的
互聯網金融機構將齊聚義烏，開展最新電商融資產品發佈、
電子商務投融資政策說明、招募合作夥伴等活動，為電子商
務企業搭建多元化的投融資服務平台，以滿足電子商務企業
對投融資、第三方支付等多元選擇的金融需求，為內地電子
商務發展注入金融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在昨天的前海企業公
館首批進駐企業簽約發佈會上，
15家企業代表簽約。截至當天，
實際與萬科簽署進駐意向協議的
企業20多家，佔首期西區可租賃
總樓棟數的六成以上。前海管理
局張備局長、萬科集團總裁郁亮
分別為發佈會致辭，前海管理局
湯志江副局長為到場企業進行了
前海超值服務專題宣講。

匯豐恒生等正式入駐
昨天簽約的企業包括：匯豐銀行、恒生銀行、印尼力寶、亞洲保理
（HK）、前海人壽、民生電商&民生銀行、工商銀行、中信銀行、農行、中
移動、華商律師事務所等15家。產業覆蓋了金融創新、現代物流、信息科
技、文化產業、專業服務等多個產業領域，已初步形成了前海首個產業生態
圈。在所有簽約企業中，港資和外資企業約佔總進駐企業的30%以上。
前海企業公館自2013年12月7日向公眾開放以來，吸引了大批有志在前
海發展的企業的關注。企業公館初期招商定位確定為：形成體現深港合作
特徵的前海產業生態圈。

港冷待 奇虎360擇星途
■福田汽車總
經理王金玉
（中）、康明
斯集團副總裁
曹思德、福田
戴姆勒副總裁
斯蒂芬三方巨
頭聯合發佈歐
曼 GTL 超能
版產品。

■李濤（左）與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榮譽項目總監陳志邦（右）在
港出席互聯網領袖峰會。 卓建安攝

深圳歷來最大地塊54億成交 馬蔚華：網金監管不能一刀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市土地房
產交易中心日前以掛牌方式公開出讓深圳市大鵬下沙濱海生態旅
遊度假區整體開發項目（宗地號G16301-0701）。經過20輪舉
牌，最終佳兆業集團（深圳）有限公司聯合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以54億元（人民幣，下同）競得該塊土地。該地塊的成功
出讓，標誌着在深圳市委、市政府「三化一平台」和「灣區經
濟」戰略背景下，大鵬灣國際生態旅遊區建設正式啟動。

佳兆業聯合生命人壽投得
2013年大鵬半島共接待遊客數862.67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

34.25億元，同比增長分別為10.22%、15.40%。旅遊收益約佔地
域生產總值的15%。下沙片區位於大鵬半島西北海岸線，緊鄰大
鵬灣海域，區位條件優越。對於下沙片區的開發，立足該地豐富
的濱海生態旅遊資源和深圳發展灣區旅遊的巨大市場前景，大鵬

新區始終恪守「保護優先」、「適度開發」原則，力
爭探索一條生態保護與高端產業協調發展的新路。下
沙將以綜合型濱海旅遊度假區為定位，分別規劃以旅
遊為核心的高品質度假區、以冷能利用為代表的低碳
旅遊發展示範區和以現代嶺南風格為特色的文化小
鎮，打造灣區經濟的濱海生態旅遊示範板塊。

打造灣區經濟生態旅遊區
大鵬新區規劃定位為世界級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

下沙片區作為大鵬新區「三城四區五鎮」空間結構中
具有獨特嶺南風格的綜合型濱海旅遊度假區，是深圳
未來引領旅遊業高端發展的重要基地，是大鵬新區旅
遊開發的啟動區和示範區。項目51.6萬平米的建築面
積中，與旅遊產業密切相關的旅館業、商業、遊樂設
施及濱海公共文化藝術設施、公共休閒服務設施佔比
高達5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博鰲報
道）餘額寶等互聯網涉足金融業，令傳
統銀行如臨大敵。正在海南出席博鰲論
壇的永隆銀行有限公司董事長馬蔚華
稱，互聯網金融的興起對貨幣政策和金
融監管都有挑戰，導致貨幣政策制定時
或要更多考慮控制基礎貨幣的影響；監
管不好一刀切，要促進其健康成長。

要考慮基礎貨幣影響
馬蔚華表示，在供給方面，互聯網

金融提高了資金流動性，提高貨幣乘
數，內生促進貨幣的量；需求方面，
高效率、易變現的特點則減少了貨幣
需求。互聯網金融從供需兩端較大影
響到貨幣政策，加之貨幣的虛擬增
創，均導致央行制定貨幣政策的時

候，可能要更多考慮控制基
礎貨幣增長的影響。
「就像一個小孩一樣剛剛成

長，你首先要呵護他，要把他
的不良嗜好去掉，讓他健康的
成長，不要耍脾氣，不要氣
人，不要自私，讓他健康成長
這個非常重要。中國有一句話
說的意思就是試一塊玉要燒三
天才能看出來是不是玉，所以
互聯網不要一下子取締，還要
觀察它。」路透社引述馬蔚華
說，「不要一刀切的監管。」

餘額寶迫利率市場化
他認為，未利率市場化時，餘額寶出

現吸收銀行存款是必然的。但央行監管
有兩條底線不能觸碰，第一是不能隨便
吸收違法的公眾存款，第二是不能非法
集資。因為這兩條涉及公眾的利益，會
引發消費者的損失和社會的不穩定。
上月中，央行要求支付寶、財付通等

第三方支付機構立即暫停線下二維碼支
付業務、虛擬信用卡有關業務。
另外，人民銀行昨在其官方微博上

稱，日前媒體有關央行再度出手整頓第
三方支付機構銀行卡收單業務以及各地
將成立支付機構管理辦公室的報道與事
實不符，央行將繼續促進網際網路金融
持續、健康、穩步發展。

■馬蔚華（右）在分論壇上討論。旁為柳傳志。
資料圖片

■張備（右二）和郁亮（左二）向入駐
企業介紹萬科企業公館優勢。李昌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