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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信銀行（國際）昨
日公布，2014年第二季的「信銀國際跨境銀行需求指
數」為62.2，較第一季下降1.4。其中企業需求指數與
個人需求指數分別錄得61.0與68.7，雖然均略低於第一
季，但仍遠遠高於50的強弱分界線，顯示第二季內地
企業與個人對於香港銀行服務的跨境需求繼續強勁提
升，惟提升速度略為放緩。

人幣匯率貶值預期未除
信銀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廖群昨日於記者
會上表示，跨境需求放緩的原因，相信與第一季內地經濟

與貿易數據疲弱、人民幣匯價由升轉貶，以及兩地利差縮
窄有關。他稱，人民幣匯率在第一季貶值，對內地來香港
投資者的資金需求、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均有影響，加上
貶值預期仍未消除，令購買人民幣的需求減少。不過，對
人民幣債券的影響不大，因為發債計劃通常較早前已開始
籌劃，除非人民幣大幅貶值，否則不會改變計劃，相信人
債在本港仍會繼續發展。
對於人民幣今年走勢，廖群估計短期內將會繼續下行，

年中跌到6.24至6.25區間。下半年將會重新回升，第三
季可升破6.2關口，年底約升到6.1至6.15水平。他指從
「購買力平價」的角度看，6.2元人民幣在內地的購買力

仍強於1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這顯示人民幣仍被低估。
此外，從回報率的角度看，無論是銀行利率還是投資項目
的回報率，內地均高於美國，這將吸引大量資金繼續流向
內地，支持人民幣匯率進一步走高。

「滬港通」料影響正面
談及「滬港通」時，廖群指，這對香港市場是正面

消息，相信從內地到香港的資金數額，將會高於從香
港到內地的資金數額，故對港股有促進作用。他又
指，此前內地資金炒港股，許多是以「地下方式」流
入，「滬港通」開通後就可以合法正規渠道流入，因

此對該行的個人需求指數亦會有促進作用。
對於內地經濟，廖群亦持較樂觀看法，指近期的
PMI指數、出口數據均有所好轉，料中央政府會以財
政措施「穩增長」，包括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刺激消
費及對小微企業減免稅務。貨幣政策方面，他料人行
不會減息，但會逆回購更多流動性，如若第二季的
GDP增幅仍未達到7.5%，將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不
過中央不會再推大規模刺激措施，以免重蹈2009年
「四萬億」的覆轍。
信銀公布，在企業需求方面，8項子指數中7項略為

降低。結算及現金管理、貨幣交易、資產管理及財務
諮詢與貸款子指數分別錄得69.6、66.1、65.4與63.0，
繼續位列前4名。6項個人需求子指數中，4項略降，2
項有所上升。信用卡子指數與金融投資子指數仍分別
高達74.2與72.8，繼續位於個人需求子指數的前兩位。

內地對港跨境銀行需求續勁升

中移動50元內地4G漫遊
即日申請翌日啟動 9月前免費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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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關閉韓國50分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據彭博報道韓國監管

文件稱，渣打（2888）於韓國的分行數目，由去年年
底的343間，到3月底跌至333間。其新任東北亞地區
暨韓國行政總裁康暉杰發聲明稱，該行正計劃在今年
關閉50間韓國分行。此外，康暉杰期望在2016年前，
該行在韓國的財富管理收入能增加1倍，並會繼續於
當地投資電子銀行服務。
其實，不獨渣打在韓國舉步維艱，滙豐（0005）行
政總裁王冬勝於5月中曾經表示，韓國當地法律對銀
行開設分行的監管甚為嚴謹，相關法例使僱主員工關
係難以處理，例如要解僱員工需求得雙方同意，故此
該行亦無打算重回韓國發展。

華創與Tesco合資協議獲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華潤萬家公布，其母

公司華創（0291）與英國Tesco簽訂的合資協議已獲
內地相關部門批准。收購完成後，Tesco在內地業務
「樂購」將全部納入合資公司旗下，所有門店名稱統
一改為「華潤萬家」。

收購CSL 小小超Hard Work

香港電訊（6823）收購 CSL 一事已
獲政府批准，市場一直期待交易完成確
實日期，碰巧小記昨日到香港消費電子
產品聯盟開幕禮，竟然遇到小超人李澤
楷，所以特地問一下。他指收購仍在進

行，當中尚有一些「Hard Work」。到底Hard Work
何解？是解作「硬性工作」，泛指一些既定法律、會
計賬目、交易程序，還是指當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困
難」？其實，小超人回應小記時面帶笑容，甚為親
切，或者收購事宜尚算順利。

難得偶遇，小記再追問李先生有否留意對手香港寬
頻於本月中，曾經諷刺電盈收購CSL此舉，勢令電盈
變為「又肥又鈍大笨象」，集團結構過大，成本負擔
太重，小超人保持笑容，話「都係睇業績啦」。輕輕
一句四両撥千斤，頗有大將之風。 ■記者 謝孟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英皇證券（0717）昨
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6個月中期業績。公司純利錄
得7,104.6萬元，同比增加33.7%，每股基本盈利2.72

仙，中期息每股派0.6仙。對於10月推行的「滬港
通」，董事總經理楊玳詩指，由於細節仍未出台，故
現時評論成效仍言之過早，但認為內地券商得益會較
港資券商為大。
楊玳詩表示，公司已成立專責小組研究「滬港通」

交收結算及風險等，因此即使10月推行「滬港通」，
相信公司亦有能力應付。

公司收入升43.6%
期內，公司收入達2.237億元，按年升43.6%。其中，

配售與包銷業務收入大升1倍，至4,338萬元；貸款業務
收入亦上升40.3%至1.28億元，佔總收入57%；資金成本
影響股本回報率，現時大概介乎19%至22%。
執行董事陳錫華表示，公司現時淨資產為14億元，

加上手頭現金及去年發行債券籌集6億元，因此可投放
到貸款業務金額約為25億元至30億元。公司主要以短
中期貸款為主，因還款周期較佳，能夠控制現金流。

不良貸款率低於1%
陳氏又指，公司現時有意擴闊一年期以上的中期公

司貸款業務，目前正籌備當中，並預期今年下半年公
司及個人貸款需求仍旺盛。公司截至3月底止的不良貸
款率低於1%，未收到任何個案作出特殊撥備；並強調
公司審批過程非常嚴謹，減少壞賬風險。
另外，楊玳詩表示，近日有行家陸續推出iBond的認
購優惠措施，她料是次iBond反應理想；並指公司亦會
於未來一兩日內推出相關優惠，包括孖展免手續費及
零利息等。

阿里媽媽夥視頻網拓營銷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巴巴旗下網上營銷推廣服務平台
阿里媽媽昨宣布，將聯合優酷土豆、暴風影音、風行
網、酷6及樂視網等內地主流視頻網站，為淘寶網和天
貓平台上的商家增添網絡視頻網站推廣渠道，以接觸
更多客戶。
阿里媽媽計劃自6月起在上述網站推出展示營銷服
務，以增加覆蓋內地各個區域的用戶量，並通過電腦

端和手機端向用戶提供更精準的商家展示行銷推廣。

助商家覓得合適客戶
阿里媽媽事業部資深總監鄭榮清表示，通過是次營

銷合作，希望能藉着視頻渠道，幫助商家獲得匹配度
最高的客戶流量，以及接觸到更多二、三線城市的消
費者，現時這客戶群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主要品牌好

好開發。
是次合作將採取即時競價（Real-time Bidding）模

式，創建一個消費者導向、持續循環的營銷模式，讓
商家在網上視頻平台上進行視頻或靜態展示營銷。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

底，中國網上視頻用戶達4.28億戶，按年增長15.2%；
移動視頻用戶更按年大幅增長83.8%至2.47億戶。艾瑞
諮詢統計顯示，2013年中國網上視頻廣告市場（包括
不同形式的顯示營銷）收入規模按年升46.8%至960億
元人民幣，預料至2017年，估計市場規模更會增至
282億元。

荷蘭基金入股易商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荷蘭養老金基金荷蘭匯盈資

產管理公司（APG Asset Management）擬以6.5億美元，收
購中國倉儲公司易商20%的股權。交易完成後，雙方計劃成
立合資公司，共同開發內地現代物流地產業務。APG亞太地
區非上市地產部門總裁Sachin Doshi表示，看好內地物流地
產行業發展，內地的第三方物流、電子商務和消費模式在近
年不斷發展，但卻缺少相應的現代化物流設施，料未來將長
期受益於該行業增長。
內地網購熱潮吸引外資企業分一杯羹，除荷蘭匯盈外，易
商亦是私募基金美國華平投資集團（Warburg Pincus）所支
持的公司。

交銀人幣定存利息高見3.4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交銀香港昨日再調高人民幣

存息，其特選客戶6個月、9個月及1年期的人幣定息存款年
息劃一為3.41%，比起剛剛於大前日（27日）定出的息口
3.35%多出6個基點，起存額為5萬元人民幣。與市面銀行人
民幣存息比較，交銀香港的6個月及12個月之存息暫時是全
城之冠，可見其致力吸人民幣存款的策略。

新秀麗6.59億買「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行李箱品牌新秀

麗（1910）昨公布，以現金代價8,500萬美元（約
6.59億港元），完成收購美國電子設備保護殼生產
商Speck Products，惟可就營運資金用途及債務淨
額予以調整，代價由公司內部資源以及其循環信
貸融資支付。
一向做開行李箱的新秀麗昨突然買「殼」，公

告指公司藉着收購，可在其旅行箱產品傳統強項
以外延伸其品牌組合，為公司提供實力強大的品
牌及質素優越的產品組合，可即時在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腦保護殼市場佔一
席位。
今次收購亦為公司發揮其發展成熟

的全球分銷網絡及零售市場地位的優勢提供機
會，藉此大規模擴展 Speck品牌於亞洲、歐洲及拉
丁美洲業務的覆蓋範圍。
於 2001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矽谷成立的Speck

Products，主要設計及分銷其品牌的智能手機、平板
電腦及手提電腦纖薄保護殼產品，例如具代表性的
Candy Shell智能手機保護殼以及首創的「軟硬殼」
技術製造。截至去年底，Speck Products錄銷售淨額
1.048億美元，美國佔其銷售額約80%。新秀麗昨曾
高見26.1元，收市報24.75元，跌1.98%。

恒興黃金首掛牌每手賺8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恆興黃金（2303）
昨首日掛牌，股價先跌後升，高位為1.65元，最低
則見1.48元。全日收報1.64元，較上市價1.6元，高
出2.5%；成交760萬股，涉資1,206萬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2,000股，賬面微賺80元。公司董事長柯希
平於新股上市儀式後表示，旗下位於新彊的集團唯一
礦場「金山金礦」，在去年第四季已啟動試產，目前

黃金產能約1.3噸至1.6噸，預期今年下
半年可正式投產。公司至年底的目標產
能為2.4噸至2.6噸。

他表示，上市後的首要目標為產能達標，估計
達標後有望扭虧。公司過去三年錄得虧損，去年
度虧損為9,004萬元人民幣。
另外，電訊數碼（8336）配售股份獲適度超額
認購，估計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7,770萬港元。
其今日（30日）於創業板上市，國泰君安融資有
限公司為獨家保薦人。

中移動香港宣布，現有的香港4G客
戶凡使用 iPhone 5、iPhone 5s 及

iPhone 5c者，只要於手機更新電訊業
者軟件，便可使用其4G網絡。由其推
出的內地漫遊服務，名為「中國內地
4G數據通行證」，費用為每日50元。
客戶如使用首5GB的本地數據用量，
可用作扣除內地漫遊數據用量。5GB後
的內地漫遊數據收費每 100MB 為 20
元。至於其他服務計劃客戶，數據漫遊
收費每KB為0.1元，每日收費上限為
88元。

稱收費低於市場平均水平
中移動香港董事長林振輝、行政總裁
李帆風昨日雙雙出席發布會向傳媒演
示，推銷其4G網絡套餐，稱其與iPhone
是「天作之合」。但發布會一結束，兩
人立刻神速撤退，令眾多想要詢問細節

的記者追之不及。這時工作人員才神色
尷尬指出，此次發布會「不設問答環
節」。在記者強烈要求下，公司安排市
務總監周家麟出來回應，但亦只是簡略
對答兩分鐘後就匆匆離去。
據周家麟介紹，現有採用2G及3G的
客戶，如未開通4G漫遊服務，在內地仍
可以漫遊方式上網，但僅會採用2G及
3G制式，且毋須額外收費，只會扣除每
月數據流量。

未披露有否月費計劃推出
他聲稱，由於公司的4G服務質量提

升，加上速度較快，收取每日50元費用
亦低於市場平均水平，因此是合理價
格。問及公司此時銷售 iPhone 5s 及
iPhone 5c，是否是想盡快「散貨」時，
他回應稱並不擔心銷情，因為「iPhone
幾時都有市場」。

市面上其他電訊商推出的漫遊服務
普遍費用較高，3香港和香港移動通訊
均為198元，並無數據限制；電訊盈科
──香港電訊以及數碼通均為168元，
數據限制為50MB。表面看，的確是中
移動香港最便宜，不過公司沒有講明會
否有月費計劃推出，故難以進行全面、
準確的比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移動（0941）旗下中移動香港昨

宣布，於今日（30日）起正式推出內地4G漫遊服務，費用為每日

50元，限4G Pro及指定4G客戶享用。用戶只需於使用服務前一日

申請，翌日即可啟動。今日起至8月31日的優惠期內，4G客戶可獲

豁免收費，毋須申請，憑適合的流動裝置即率先體驗服務。公司又

宣布，今日起將銷售iPhone 5s及iPhone 5c。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滬港
通」政策出台後，市場對政策的細節仍存有
不少疑慮。證券及投資學會上周率團，前往
拜訪上海金融辦、上海中證監、上交所及上
海期交所等機構。該會主席兼團長林善祺
稱，今次拜訪主要是探討港滬兩地市場在營
運、監管、稅務等各方面問題，希望日後滬
港通正式運作時，市場可更快熟習。

73%人憂不熟內地法規
今次的訪問團成員，除香港金融服務界要

員外，更有來自馬來西亞及澳洲的代表。根
據該學會一項調查發現，最多人憂慮的是不
熟悉上海市場營運方法及法規，佔73%。有
近半人士（65%及52%）擔心滬港通的風險
管理，以及資源是否充足。他相信此行有助
上海了解本港業界的疑慮，並讓彼此可按已
公布的時間表，落實有關安排。
調查又顯示，80%人認為滬港通機制，可

為香港業界打開內地資本市場、促進雙邊連
繫者。75%受訪者認為這機制對業務有用及
重要，更有助提升兩地市場對國際投資者的
吸引力，為離岸人民幣資金提供更多投資渠
道。
問卷調查於5月進行，向700位會員及合
資格考試的考生以了解市場的反應和需求。
當中超過70%人士來自資產管理、銀行及經
紀業，一半以上的回覆者需直接接觸客戶。

(
*

■■李澤楷李澤楷。。謝孟謙謝孟謙 攝攝

■證券及投資學會率團訪滬。

■中移動香港董事長林振輝。涂若奔 攝

英皇證券：能應付10月滬港通

■英皇證券董事總經理楊玳詩(右2)，執行董事陳錫華
(左2)。 黃子慢 攝

各電訊商漫遊收費比較
公司 數據條款每日收費(港元)
3HK 無限制* 198
one2free 無限制* 198
PCCW-HKT 50MB* 168
SmarTone 50MB* 168
中移動 4G數碼通行證 50
註：*為「傳統」跨境數據流量；中移
動未有透露是否設數據流量限制，亦沒
有講明會否有月費計劃推出，消費者未
能得悉中移動會否要求客戶參與年期較
長的服務計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孟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