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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環境污染問題愈來愈受社會公眾
關注。馬雲旗下阿里巴巴為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通過
在淘寶網出售的僅65元（人民幣，下同）的「我測我
水」地表水檢測包，志願者可以檢測各地地表水的水質
指標，並將數據通過智能手機上傳。事實上，阿里旗下
的公益基金，去年亦資助一個有關提高環保意識的「危
險地圖網站」，讓公眾參與環保計劃。

推進環保事業發展
彭博昨日報道，「我測我水」計劃仍處於啟動階段，

可能成為對政府治理環境污染決心的一次測試。內地擁
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聯網用戶，將有助於這項環保事業的
推進，不過用戶所上傳的數據，亦可能暴露某些地區和
城市政府的治污表現。
《中國的環境挑戰》（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

lenges）一書的作者Judith Shapiro表示，「該計劃向中
國民眾傳達的信息是『是的，你可以檢測這些東西，你

有權檢測你喝的水以及呼吸的空氣中都有些甚麼』，並
有權要求政府採取行動，這是一個非常強的信息」。

助設危險地圖網站
其實，早在去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公益基金已開始
資助由劉春蕾啟動的「危險地圖網站」項目，該項目可
使訪問者在地圖上查詢諸如有毒廢料處理設施、煉油
廠、發電廠等潛在污染源的位置。劉春蕾是基於官方數
據和用戶提交的百度地圖定位，已經在地圖上標註了約
6,000個此類污染源。
劉春蕾是在得知他2007年在上海購買的公寓臨近一

個垃圾填滿場（他購房時無人告知他這一點）之後，創
建了這個危險地圖網站。他當時在介紹此項目時指，
「那些推銷地產的房地產代理及網站不會告訴你這類信
息」。
危險地圖網站是受到肯亞和日本「眾包地圖」做法的

啟發，該網站旨在匯集民眾的知識與信息，吸引大眾對

環境風險的關注。劉春蕾正在不斷拓展網站功能，希望
能使用戶在地圖上標註諸如失蹤人口和虐待兒童等其他
主題的位置信息。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於2011年由阿里巴巴集團設

立，原始基金為5,000萬元，重點關注自然災害救助、
扶貧助殘、幫助受助群體提高能力以改善生活條件和環
境保護。阿里巴巴的創立者馬雲在去年5月表示，他希
望中國的「水更清、天更藍、糧食更安全」。

15億美元增持高德
另外，阿里巴巴上周五宣布斥資 15億美元（約

116.25億港元）增持內地移動地圖服務提供商高德控股
的股權至28%。通告指，每股收購價為現金21美元，
與阿里巴巴2月7日提出的價格相同，較提出前一天收
市價有27%溢價。總部位於北京的高德旗下數字地圖數
據庫涵蓋中國大約360萬公里的道路以及超過2,000萬
「興趣點」。有關交易預計會在第三季度完成。

阿里65元檢測包 包測水質

港府籌發首批伊斯蘭債券
金管局：帶頭促進債市發展

劉鑾鴻：「五一」零售增長緩

上海煙草7487萬盡沽屈臣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上海煙草集團昨透過「上

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布，公司以7,487萬元（人民幣，下
同），掛牌悉售其手持之上海屈臣氏20%股權。交易一旦
完成，上海煙草將徹底退出上海屈臣氏。市場預料，和黃
（0013）極有可能與2008年一樣，接手該20%股權，但價
錢較6年前增加一倍。

傳權益由和黃接手
公告稱，掛牌起始日期為上月28日，期滿日期為本月28
日。據了解，上海屈臣氏原本由上海煙草持股40%，和黃
旗下屈臣氏集團持股60%。至2008年，上海煙草以3,600
萬元掛牌出售20%股權，最終由和黃接手，因而目前上海
煙草持股20%，和黃持股80%。是次上海煙草以7,487萬元
出售其所持有的剩餘20%股權，意味價錢已較6年前增加
一倍。
業界猜測，屈臣氏掌舵人李嘉誠的和記黃埔極有可能與

數年前一樣，通過麾下企業收購該20%股權。

合生元媽媽會增兩成會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合生元（1112）昨公佈
截至今年3月底第一季經營情況，集團媽媽100活躍會員平
均數目由2013年首季158.5萬名，增加19.8%至2014年首
季的近190萬。集團指，活躍會員數目增加繼續鞏固集團
以發展媽媽100會員計劃來推動收入快速增長的核心戰
略。同期，零售商店數目由截至2013年3月底的16,211
間，增加37.6%至2014年3月底的22,314間，集團續透過
整合分銷網絡，發展銷售組織及增加產品的市場佔有率。

阿里招財寶主打個人化線上理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日前，由阿里
巴巴投資設立的上海招財寶金融服務信息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招財寶）正式宣佈成立。據了解，招財寶主要面向餘
額寶的8,100萬客戶。同時，招財寶在4月10日聯合新華基
金推出新華阿里一號保本混合基金，該基金成為招財寶向
互聯網用戶推出的首隻保本基金產品，該產品的封閉期為
一年半。同日，招財寶正式登陸淘寶理財頻道，首批上線6
隻產品。

首批推2基金4票據貸款產品
招財寶日前在上海「低調」成立。天弘基金與招財寶正

式達成戰略合作關係，雙方將在投資者理財需求研究方面
共同開展雲計算合作，並通過系統對接，幫助用戶在購買
差異化的理財產品時，獲得更好的交易體驗。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信息顯示，上海招財寶金融服
務信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袁雷鳴，註冊資本1,000萬元
人民幣。據了解，袁雷鳴同時也是阿里小微金融事業部總
經理。與招財寶有合作關係的一機構客戶相關人士稱，招
財寶的成立，也是阿里想盡力撇清和支付寶的關係，至少
表面上如此，以規避潛在的監管風險。
上周，招財寶首批上線的6隻產品，包括2隻基金和4隻
票據貸款產品。其中，基金產品分別為長城淘金理財債券
和新華阿里一號保本混合。從6隻產品日前的銷售情況來
看，4隻票據貸款的預期年化收益在5.8%~6.5%，期限均
為半年左右，相對基金更受投資者歡迎，上線後很快售
罄。

五礦資源等356億購秘魯銅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綜合中新社及彭博消
息，中國五礦集團昨宣佈，該公司旗下的五礦資源(1208)
（MMG）與國新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和中信金屬有限公司組
成的聯合體與嘉能可（Glencore Xstrata plc），達成邦巴
斯項目銅礦項目（Las Bambas）股權收購協議，交易對價
為58.5億美元（約合356.1億元人民幣）。
收購邦巴斯項目是中國金屬礦業史上迄今實施的最大境
外收購。 該交易目前還需要獲得秘魯政府、中國政府以及
五礦資源股東大會的批准，並有望在今年三季度完成交
割。此項收購由MMG聯合國新國際和中信金屬共同完
成，三方在聯合體中分別持股62.5%、22.5%、15%。

項目為全球最大在建銅礦
邦巴斯項目位於秘魯南部的Apurimac地區，是目前全球
最大的在建銅礦項目，預計達產後前5年每年可生產銅精
礦含銅量約45萬噸。收購並完成邦巴斯項目建設後，中國
五礦有望成為中國最大的銅礦山生產企業和全球前10大銅
礦山生產商之一。
中國五礦總裁周中樞表示，邦巴斯項目完全符合中國五
礦和MMG的長期戰略，將進一步優化中國五礦的礦業資
產組合，並將與公司現有業務產生良好的戰略協同。
分析指，邦巴斯礦場從2015年起將年產40萬噸銅礦，相
當全球最大銅礦買家中國去年銅礦進口量的12.5%。

彭醒棠指出，伊斯蘭債券是伊斯蘭
金融領域的主要增長點，2013年

伊斯蘭債券的發行量達1,170億（美
元，下同），較10年前的50億元大幅
增加。他認為，在香港發行伊斯蘭債
券，發行人可以涉足中東及其他伊斯
蘭市場；伊斯蘭投資者可以投資於亞
洲尤其是中國內地；香港本地投資者
亦可以擴展其投資組合。

港已修訂稅法方便推伊債
他表示，由於已訂立適用於伊斯蘭

債券的稅務架構，香港已為發行伊斯
蘭債券建立一個優良的金融平台。
「我們非常歡迎本港及海外發債機構
利用香港的平台發行伊斯蘭債券。我
們正與香港特區政府積極籌備，在政
府債券計劃下發行首批政府伊斯蘭債
券，為推展香港伊斯蘭債券市場起帶
頭示範的作用。」惟他沒有透露港府
伊斯蘭債券的發行詳情。
彭醒棠又指，伊斯蘭債券與傳統債

券分別不大，但由於需設立特定帳
戶，並對標的資產進行多次轉移，因
而產生額外的稅務負擔。不過香港已
通過修訂相關法例，在利得稅、物業
稅及印花稅負擔作出寬免，為伊斯蘭

債券提供類似傳統債券的待遇。

須配合適當管治增投資信心
馬來西亞中央銀行副行長Muham-

mad Ibrahim則強調，新進的伊斯蘭金
融市場採納國際準則及最佳慣例的重
要性，並須設立適當的管治制度，以
促進伊斯蘭金融交易及提升投資者對
業界的信心。他指，「當中可探討的
合作領域包括，伊斯蘭債券在兩地交
易所掛牌上市、借鑑馬來西亞的伊斯
蘭律法管治制度及仲裁平台，以及培
育伊斯蘭金融專才等。」
是次研討會由財資市場公會協助舉

辦，是繼2013年12月香港與馬來西亞
舉行由私營機構主導的伊斯蘭金融合
作小組首次會議後的相關活動；共吸
引約200位來自香港、馬來西亞及其他
地區的人士參加，當中包括政策機
關、監管機構、企業、金融機構、基
金管理公司、律師行及其他有關各方
代表。合作小組將於今年下半年在吉
隆坡舉行下一次會議。
據研究顯示，2013年末全球伊斯蘭

金融市場總值1.8萬億，2008年則為
7,000億；估計2020年全球伊斯蘭金融
資產將達到6.5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金管局昨宣布，正積極籌備發行首

批香港政府伊斯蘭債券。金管局副總裁彭醒棠昨出席與馬來西亞中央

銀行合辦的研討會時表示，已為伊斯蘭債券建立金融平台，歡迎本地

及海外發債機構利用香港的平台發行伊斯蘭債券。他表示，「我們亦

與特區政府籌備，在計劃下發行首批政府伊斯蘭債券，以起帶頭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利福國際（1212）
首席執行官劉鑾鴻表示，預計今年「五一」黃金周的
零售市道不比去年同期遜色，但亦沒有明顯增長。對
於政府考慮管制內地自由行來港數量，劉氏表示反

對，並建議應增加商用地供應，將旅客分流。
劉鑾鴻在股東會上指出，由於近期訪港的內地客不

再集中於某幾個大節日，而平時周六日都會來港消
費，故零售市道平均化，預料下月的黃金周檔期按年
不會有顯著變化。

籲多建商場分流自由行
有意見指自由行過量對民間造成不便，港府考慮管

制內地訪港客數量，劉氏表示，個人反對政管制自由
行，反應由市場調節供求。他建議政府除增加住宅土
地供應，亦當推出商業用地，以興建商場及百貨公
司，從而將旅客分流。
旗下尖沙咀的崇光百貨於一、二月的人流及消費增長，

主要由於在二月結業前進行減價促銷，吸引不少顧客捧
場，故有效帶動店舖；至於該店結業後，新店仍未開始
裝修，但於今年第四季重開的計劃維持不變。同時，銅

鑼灣崇光百貨今年首兩個月的銷售亦錄得平均增長。
至於集團位於上海、蘇州及大連的商場，銷售表現

按年相若，至於在瀋陽新開張的商場，則面對較大挑
戰。劉鑾鴻解釋，內地消費增長按年放緩，加上商場
及百貨公司數量增加，令競爭力劇增，而瀋陽商場則
仍在建立客戶群，故初期經營環境較辛苦。他預計瀋
陽商場需兩至三年才能達至收支平衡，三至四年後才
能出現盈利貢獻。

拒談劉鑾雄澳門官司
被問到兄長劉鑾雄近期動向，劉鑾鴻拒絕談及當天

股東會以外之內容。劉鑾雄近期被澳門初級法院刑事
法庭合議裁定涉及行賄及洗黑錢控罪，上月辭任利福
國際非執董一職
利福國際昨收報15.64元，跌1.138%；至於利福地

產(2183)收報1.29元，升2.381%。

交銀：內地樓市現悲觀情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交通銀行昨日在上海發佈最新
一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指數報
告》，顯示內地小康家庭對樓市持悲
觀態度。報告指，非但小康家庭不動
產投資意願指數延續下滑態勢，預期
房價下跌的小康家庭比例更較上期大
幅提升。惟值得指出的是，京滬深等
核心城市的投資意願仍然走高。

核心城市投資意願仍然走高
現時內地樓市限購持續，房貸收

緊，地產商債務違約浮出水面，部分
城市更是「崩盤論」盛行，越來越多
的小康家庭認為房價將因此下滑。本
期交銀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繼續下滑
2個百分點，達102點，已逼近榮枯
分界線。其中當前不動產投資意願為
95點，處於不景氣區間。
雖然總體下滑，但不同區域的投資

意願走勢並非完全相同。本期西部地
區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為94點，從年
初的111點持續下滑並落至不景氣區
間。與之相對應的是京滬深等核心城
市，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從年初以來

一直表現出連續上升的態勢，本期達
104點。

不動產投資意願剛需變化微
此外，不動產投資意願在人群上也

呈現出分化態勢。房貸收緊等調控因
素對持有多套房產的小康家庭的不動
產投資意願影響更強，這一類人群無
論是現在還是未來的不動產投資意願
均有所減弱，只擁有一套房的剛需人
群購房意願與之前相比並沒有太大變
化。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

總體來看，內地樓市供需矛盾仍難以
緩解，京滬深等一線城市房價總體相
對堅挺，但漲勢趨緩、漲幅也會縮
小，而部分內地三四線城市，由於供
給過剩，需求不足，將面臨房價調整
的壓力。他並預測，隨着房價走勢的
分化，房地產市場區域之間、城市之
間以及人群之間的分化會更加明顯，
不過剛需人群依然具有比較強烈的入
市購房意願，在觀望期結束之後，房
地產市場仍具備持續釋放需求的潛
力。

周大福擬10年內新增2000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周大福
（1929）主席鄭家純昨於集團85周年活
動上指，周大福上市兩年來一直計劃發
展，雖曾受市況及經濟影響出現阻滯，
加上去年市道暢旺令第二年銷售未能持
續高增長，但預期未來幾年年度平均銷
售增速將逾20%，但會關注自由行、內
地及國際經濟及息口走勢等影響。同時
計劃未來10年內將旗下店舖數目增至
4,000間。

有信心年均銷售雙位增
對於早前周大福公佈截至3月底的第四

季季績，港澳地區營業額及同店銷售分
別按年跌3%及9%，鄭家純強調，對內
地及港澳業務非常有信心，更預期今年
港澳同店銷售增長可回到正增長。
鄭家純又公佈，集團計劃未來10年內
將旗下店舖數目由現時逾2,000間增至
4,000間，更笑言應可超標達成。集團董
事總經理黃紹基則補充指，現時集團每
年新增約200間新店，當中六成將設於內
地增長動力較強的三四線城市，有信心
可達成10年增至4,000間分店目標，因據
調研，周大福合適進入城市多達700多
個，現時只發展了其中400多個。而去年
增長迅速的電子商貿渠道，今年將加大
線上線下合作，預期可達雙位數增長。

現在是私有化新中時機
對於新世界發展早前公佈私有化新世

界中國（0917），作為新世界發展主席
的鄭家純表示，現時乃私有化新中的好
時機，因內地政策仍未明朗，若待政策
明朗才提私有化，私有化作價可能上
升。他又指，仍看好內地房地產市場發
展，目前只是內地個別城市房價偏高，
其餘城市房價仍偏低。

■馬雲在去年表示，他希望中國的「水更清、天更
藍、糧食更安全」。 資料圖片

■劉鑾鴻估計，今年五一黃金周零售市道不會遜去
年。 方楚茵 攝

■金管局副總裁彭醒棠於伊斯蘭金融研討會上致辭。 政府新聞處

■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 方楚茵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