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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汽藉變形金剛拓海外
先攻中東南美東歐 明年伺機進軍北美

陳家強：港股市不能固步自封

工行新加坡人幣貸款發蘇州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工商銀行（1398）昨日表示，工行
新加坡分行已為蘇州工業園區內一家企業發放首筆1,000
萬元跨境人民幣貸款。並依托新加坡人民幣清算行的通
用清算平台系統，達成貸款資金從新加坡到蘇州的實時
清算。
工行指，這是蘇州工業園區的首筆跨境人民幣貸款業

務，將進一步拓寬中國和新加坡之間的跨境人民幣雙向
流動渠道，為兩地個人和企業人民幣資金往來提供便
利，更有助於促進新加坡離岸人民幣市場和人民幣國際
化的發展。
新聞稿並稱，中國人民銀行蘇州市中心支行也於昨天

頒布實施細則，跨境人民幣貸款信息登記系統上線，意
味着中新蘇州工業園區跨境人民幣創新試點業務正式啟
動。人民銀行南京分行上周五稱，人行已批覆同意江蘇
省蘇州工業園區與新加坡銀行機構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
等四項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試點。

俊知冀全年銷售雙位數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4G時代來臨，網絡相
關設備生產商獲得大量商機。俊知集團（1300）行政總
裁蔣唯昨日於傳媒午宴上表示，公司是內地最大的射頻
同軸電纜生產商，主要客戶是中移動（0941）等三大電
訊商，今年上半年的銷售比去年同期好，今年全年的目
標是達到雙位數增幅。
公司早前獲海爾集團購入6.01%股份，成為其策略股

東。蔣唯表示，海爾集團生產的智能家電產品，需要進
行信息採集、無線傳遞等工作，未來戰略亦是向互聯網
領域發展，與該公司戰略有一定程度重合，雙方未來或
會在互聯網移動方面進一步合作。他又稱希望透過海爾
的入股，再引入其他更大的投資者，不過公司目前無資
金壓力，暫無再融資計劃。

聯通5月移動用戶淨增27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聯通（0762）昨公布

5月營運數據，錄得移動用戶淨增270.3萬，較4月份增
加兩倍，累計移動用戶總數達2.93億戶。其中3G和4G
用戶淨增334.8萬，亦較4月增加58.7%，累計用戶總數
近1.38億。固網業務方面，5月的固網寬帶用戶淨增數
26.1萬戶，累計增至6,705.7萬戶；固網電話用戶於淨減
47.2萬戶，累計減至8,684.7萬戶。

建行亞洲瑞士發人幣債券
香港文匯報訊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建設銀行

（0939）旗下香港子公司建行（亞洲）在瑞士蘇黎世啟
動一項人民幣債券發行計劃，這是瑞士市場開展以來首
支人民幣債券，亦是蘇黎世尋求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
心的新舉措。該筆人民幣債券期限為三年期，初始規模
10億元人民幣左右，試水意義較濃。此次人民幣債券聯
席牽頭經辦人及賬簿管理主要包括：瑞銀、滙豐銀行、
建銀國際、中銀香港、巴克萊銀行。

新興亞洲貨幣人氣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據路透調查顯示，過去

兩周大多數新興亞洲貨幣的投資者人氣改善，人民幣人
氣4個月來首次轉為看漲。主要因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暗示將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令市場預期
有更多資本將流入亞洲以追求更高收益。這項調查集中
於亞洲新興市場9種貨幣的當前倉位，包括人民幣、韓
圜、新加坡坡元、印尼盧比、新台幣、印度盧比、菲律
賓披索、馬來西亞馬幣和泰國泰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有在本港取景的荷里活大片《變

形金剛 4：殲滅世紀》，昨在香港文化中心作全球首映。廣汽

（2238）傳祺是首個參演荷里活大片的中國汽車品牌，產品於片中

以中國軍車示人，並由內地演員李冰冰駕駛。廣汽乘用車總經理吳

松昨在港表示，目前未有植入其他大片的計劃，但認為今次與荷里

活合作，有助傳祺品牌「走出去」，提升品牌知名度，加快海外擴

張速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金發局日前發表報
告，認為香港有需要檢討IPO機制。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回應指，希望交易所放鬆上市公司
來源的規則，認為香港是國際上市中心，應吸引不同
結構的企業體來港，包括商業信託，不斷創新。

應更開放吸引不同企業
對於金發局的報告，他認為，在新股上市步驟方面
的技術性問題，市場會仔細討論。在開放「同股同

權」一點上，他的看法與金發局一致，認為香港應該
更開放，以吸引不同企業。不過，他認為同股不同權
的原則，不是所有類別均能適用。

滬港通利港成IPO中心
陳家強稱，香港不能固步自封，應考慮世界實體需
要。至於是否改動同股同權制度，他對此表示歡迎，
但認為任何改動，均必須有清晰的原則及達到市場監
管需求，過往市場在這方面有不少討論，香港應參

考。
在「滬港通」方面，他表示，「滬港通」能吸引更
多內地資金來港，令香港成為IPO中心，認為現在是
適當時機推行。至於與內地的基金互認安排，推行範
圍不限於香港。他指兩地基金互認已有細節，目前正
待中證監批准，以香港為試點，認為基金互認會在香
港開展及規模會漸趨成熟，不排除有擴展至其他地區
的可能，他又認為內地任何的金融開放政策，最終亦
會擴展至全世界，令每個地區受惠。

世盃啤酒 巴西平港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 儘管英格蘭在第一輪分組賽事以一
比二負於意大利，但其實所有觀看賽事的球迷均是大
贏家。根據ECA International的「啤酒指數」（Beer
Index）指出，英格蘭跟隨球隊前往巴西的球迷購買三
瓶以上啤酒的價錢，在英國本土酒吧只能買到兩瓶。
可惜的是，香港隊今屆仍未能打入世界盃決賽周。
然而，香港到訪巴西觀看賽事的球迷花費在啤酒的金
錢，遠較英格蘭的支持者節省更多。香港人在巴西買
兩瓶啤酒的價錢，在中環蘭桂芳只能買到一瓶。

酒吧料趁機加價
大部分到訪巴西的球迷在慶祝球隊勝出或為球隊落
敗傷心時均能省下不少金錢，但最大的贏家很可能是
希臘隊的支持者。根據ECA啤酒指數顯示，以500毫
升瓶裝啤酒的售價比較，消費者以相同的金錢，能夠

較在本地購買2.5倍多的啤酒數量。
不過ECA International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指出，

世界盃球迷在晚上外出消費時可能仍會感到驚訝，
「世界盃是一項全球盛事，在嘉年華氣氛籠罩下，部
分酒吧或會大幅加價賺錢。因此節省到的金錢可能並
非想像般那麼多」。事實上，巴西貨幣雷亞爾過去一
年對許多貨幣均大幅貶值。
來自加納又喜好啤酒的球迷，對巴西的啤酒售價應

該沒有半點驚喜。因為他們購買一瓶高級啤酒的價
錢，預計要比家鄉的酒吧至少多出六成。
關禮廉續指，在里約熱內盧的球場中，入口啤酒每

杯售價約43港元，該售價較馬拉卡納體育場場外的平
均售價高得多。那些有幸到現場觀看賽事的球迷只要
避免選擇一些國際啤酒品牌，多選來自斯科爾、波希
米亞或其他本地釀製的啤酒，便能節省額外的金錢。

社保2.3億入股海通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 海通國際（0665）昨表示，已引
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為策略投資者，未來將開展多
方面合作。聲明稱，公司第一大股東海通國際控股
已向社保基金轉讓其所持海通國際5,500萬股，或
2.63%的股份，惟未披露交易作價。以海通國際昨
日4.17元收市價計，該批股份市值約2.3億元。
海通國際表示，此次交易主要是基於雙方建立長

期戰略合作關係，於未來在企業融資、海外資產管
理等業務展開多方面的合作。交易完成後，海通國
際控股在海通國際的持股比例由 71.76%降至
69.14%。海通國際控股表示，是次交易有利於海通
國際的長遠發展，並對於集團作為海通證券海外業
務平台的前景充滿信心，亦不排除在適當時機繼續
增持海通國際的股份。海通國際內部人士稱，社保
基金此前有意參與海通國際的供股計劃，惟最後決
定通過由海通國際控股轉讓部分股份的方式入股。

■廣汽乘用車總經理吳松(左)在宣傳傳祺品牌。 蘇洪鏘 攝

吳松表示，廣汽的出口市場主要選
擇中等發達國家，尤以中東為重

點拓展市場，其次是南美、東南亞及東
歐，明年將伺機打入北美、歐洲市場。
他又強調，屆時不會只為追求銷量，並
以提升品牌為重點。不過，傳祺主攻市
場仍為內地為主，未來出口銷量將佔總
銷量20%，較5年前的佔比10%為多。

樹立中國品牌正面形象
《變4》昨在港全球首映，亦是香港

開埠以來首套荷里活大片的全球首映
禮。廣汽傳祺是首個參演荷里活大片的
中國汽車品牌，荷里活電影以橫掃全球
的票房號召力受眾多品牌追捧，若能融
入其中，對樹立中國品牌的國際形象無
疑極具正面效應。

事實上，像《變》這類以汽車為主要
題材的美國大片，向來是豪車的天下，
那些渴望在《變》劇中露臉的歐美大
廠，直接用直升機吊着價值上千萬元的
豪車送到導演米高比爾住處，以期能獲
得試鏡機會。廣汽傳祺卻能獲得《變》
劇中的角色之一，實屬不易。
據說米高比爾不但前往廣州工廠，親

自參觀傳祺車生產流水線，還將傳祺在
《變4》中國內地拍攝期間作為劇組工
作用車，展示出在山路、雨天、大霧、
路滑等條件下的各種操控及安全性。

傳祺首5月銷量增54%
吳松表示，今年傳祺首5月銷量增幅
維持去年同期水平，達41,275輛，按年
升53.9%。傳祺近3年銷量增長較快，

從2010年底推出市場至今，銷量已由
1.7萬輛大幅增加至去年的8.5萬輛，料
今年傳祺銷量逾11.5萬輛，並有望突破
13萬輛；同時又預告，未來2年將推出
共5款新型號。
吳松指出，傳祺以內地合資品牌為主

要競爭對象，並將逐步擊倒市場上較弱
品牌，繼而在數年後向本田及豐田等入
手。傳祺將於今年8月至明年7月推出5

款新車，明年底投放一款純電動車；今
年在廣州會有800輛新能源汽車試運，
料未來5年內，傳祺會推出20至30款新
車，包括新能源汽車。吳氏強調，新能
源汽車是未來的方向，但在電池技術上
仍有許多工作要突破。
他指，現階段傳祺不會與合資的廣汽

本田及廣汽豐田衝突，內地品牌亦暫不
會與傅祺形成競爭。

■責任編輯：陳 濤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三聯中環店全新形象 閱讀新體驗由民政事務
總 署 贊 助 的
「第39屆全港
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學
藝 比 賽 大
會」，已於 5
月18日在九龍
城 寨 公 園 舉
行，大會邀請
全港青年學藝
比賽主席何榮
高SBS及民政總署聯絡辦主任鄧克廉蒞臨主禮，東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任全
藝青年比賽主委。為慶祝香港回歸17周年，東區工商聯亦於5月25日舉行的
「2014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贊助的隊伍，取得優異成績。 推動紙本與網絡閱讀

三聯書店總經理李家駒表示，由於網絡發展與普及應用，帶來閱讀習
慣，電子出版等轉變，集團一直思考書店的內涵和定位，如何更能

配合時代。為此，重新裝修的中環店嘗試為書店擴充內涵和功能，為讀
者帶來一種閱讀的新體驗，
線上線下，實現閱讀無界
限。讀者在中環新店內，可
以體驗不同的閱讀模式，包
括：每周精選新書、免費
Wi-Fi、個性化閱讀；電子打
書釘，讓讀者在中環店內，
以Wi-Fi 無拘束地「搶先試
閱」；紙本與電子閱讀特優
套裝，讓讀者可直接購買下
載心儀的電子書，體驗閱讀

的樂趣；伸延閱讀，擴大閱讀空間。同時，為求突破，三聯與「超閱
網」合作，推出網上購書服務，以虛擬書店的無限補足實體書店的有
限，為讀者推薦更多好書。

全新布局配合讀者需要
三聯書店中環店40年來，致力推動閱讀。今年以全新面貌，承繼三聯

書店熱愛生活、推動讀書和傳播新知的使命，竭誠為讀者服務。中環店
樓高3層，各有不同布局；集時潮讀物、生活精品、人文學術專區等元
素，而且在設計上預留更闊敞的空間，設有沙發，讓讀者在舒適的環境
下，慢慢挑選心水好書。
三聯書店中環店於1974年在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開業，在原址經營

了40個年頭，中環店可說見證着中環以至整個香港的發展歷程。李家駒
表示，隨着社會進步，香港逐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中環已是香港的心
臟地帶。中環的族群和閱讀人口都在轉變，中環店會為滿足各類讀者的
閱讀需要而努力；當中不變的，是三聯「竭誠為讀者服務」的精神：為
不同讀者精選各類型圖書，引領閱讀潮流、帶動閱讀風氣。

■三聯書店中環店以全新面貌「竭誠為讀
者服務」

為了讓公眾能深入了解乳腺癌的治
療和保健方法，著名健康品牌2036將
於6月21日（星期六）下午2時於北角
新光戲院，舉辦「乳腺癌治療與預
防」公開免費健康講座。新城知訊台
《新紀元健康檔案》客席主持鍾志強
教授闡述天然物質對乳腺癌的助療功
效。當日大會將邀請到中山大學附屬
第一醫院血管、甲狀腺、乳腺外科張
贇建博士，講解乳腺癌的預防與治
療。

東區工商聯近期積極參與各類活動

■鍾志強教授會於當日分享
天然物質與抗癌的重要性

健康品牌2036舉辦預防乳腺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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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格局 擴大內涵

本周三，三聯重新裝修中環店開幕，為讀者提供更舒

適的閱讀空間，嘗試突破書店的原有格局，擴大書店的

內涵，讓讀者享受閱讀的新體驗。當日，香港公開大學

校長黃玉山教授、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馬逢國、香港出版總會會長陳萬雄博

士、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三聯書店董事長文宏武及三

聯書店總經理李家駒為三聯書店中環店主持開幕儀式。

■■「「第第3939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全港
青年學藝比賽大會青年學藝比賽大會」」賓主合照賓主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