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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機
河南省最大的證券公司

中州證券本周三成功在香
港主版上市。該公司是次

集資所得將有一半用於發展融資融券業務，提高公司現
有「兩融」合格客戶的滲透率。上市後，該公司將成為
「滬港通」推出後首間赴港上市的證券公司，公司亦寄
希望於「滬港通」帶來的機遇，考慮開拓香港業務。

中州證券主要從事經紀、投資銀行、投資管理及自營
交易業務。該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菅明軍在新聞發佈
會上表示，中州證券是唯一一家在河南省註冊並設立總
部的證券公司，擁有得天獨厚的本土優勢和良好的品牌
優勢。「河南省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該省GDP在中
國中西部地區18省高居榜首。我們有超過11年的經營
歷史，對河南證券市場有深入的了解，並與政府機

構、企業及零售客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河南省政府高度重視當地資本市場的發
展，有意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首次公
開發售、再融資和發行債券等方式促進企
業融資，建立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以推廣
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這些都是我們的
『河南優勢』。」菅明軍說道。

「河南優勢」促發展
菅明軍表示，該公司一直積極開發各

類資本中介業務，包括融資融券、股票
質押式回購交易及約定購回式證券交
易。該公司的融資融券業務自2012年7
月推出以來迅速發展，融資融券餘額大
幅上升，截至2013年年底已達至2,266.8
萬元人民幣，位列河南省第一，佔當地

市場份額的24.2%。公司在河南省擁有最廣泛且數量最
多的營業網點。
該公司總裁周小全表示，融資融券業務已成為公司增

長亮點，公司希望能通過此次上市募集資金提升公司目
前1.9倍的槓桿率，料該部分收入及利潤將繼續增長。據
該公司招股書顯示，是次集資所得款項的50%將作進一
步發展融資融券業務之用，25%作發展以資本為基礎的
中介業務，餘下的25%將作增加固定資本證券及其他產
品，與增加風險投資業務。

打造世界知名券商
管理層表示，公司的目標，是成為中國一流、世界知

名的金融服務供應商，未來公司計劃充分利用河南經紀
增長潛力和中國快速增長的資本市場所帶來的商業機
會，通過進一步發展公司的主要業務，實現盈利的持續
增長。管理層指出，公司未來的業務策略包括深度挖掘
河南證券行業發展潛力，持續推進經紀業務的轉型；把
握中國證券行業各個機遇，加強公司在投資銀行業務的
區域優勢及創新能力；通過與其它業務線合作及依托自
身競爭優勢開發投資管理業務；重點拓展資本中介業務
及提高槓桿率以改善股本回報率；強化資本管理、風險
管理、內部控制及IT能力，提高整體運營效率以及進一
步完善人力資源管理以吸引、激勵及挽留專業人才等。

中州證券或將受惠「滬港通」

無論是移動通信運
營商，還是互聯網巨
頭，都在積極推進雲

計算和大數據的建設和運用。據業界信息顯示，全球
包括內地的雲計算已經步入相對成熟的產業發展時
期，去年內地雲計算產業規模已經達到1,000億元。
然而，這還僅僅是個開始，接下來中國移動、聯通、
電信、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等各路公司都還將重金
建設或運用雲計算，預計整個產業的規模還會繼續大
幅增長。
「六年來，內地雲計算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首
先是業界對雲計算的認識更加準確到位；其次是雲
計算的運用規模和實踐深度不斷的擴展，尤其是新
興的公用雲服務，如雲存儲服務用戶規模已經超過
了4,000萬。」中國雲計算技術與產業聯盟理事長
吳基傳表示。
他指出，內地雲計算產業正在逐步的完善，有關雲

計算的標準，服務的規則開始研究。在市場需求和技
術創新的推動下，內地的雲計算生態系統初步建立。
據悉，當前由雲計算、大數據等引發的新一輪電子
信息服務業調整、重組與轉變正在上演。信息技術產
品服務化的趨勢，使得越來越多的電子信息技術產品
提供商正在向信息服務的綜合運營商轉變，同時也為
互聯網公司提供更多種類的雲服務以及向公用雲服務
商轉型提供了重要機遇。而根據較早前發佈的聯合國
貿易與發展會議《2013年信息經濟報告》顯示，全球
雲計算產業規模到2015年預計可達到430億至940億
美元。
「未來中移動將投資百億元資金建設大規模數據中
心。」中國移動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慧鏑日前亦透
露，中國移動不斷加大雲計算基礎設施投入，將在原
有規劃的南方基地、國際信息港等大型數據中心基礎
上，在哈爾濱、呼和浩特、貴州等地建設大規模數據
中心，同時推進雲計算商務應用。預計未來投入將達

到數百億元。
中國電信雲計算分公司總經理王峰則表示，目前技

術和環境的發展給中國電信雲計算領域發展帶來機
遇。他稱，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已決定在雲計算、大數
據等領域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並創新運營模式，建
設全網集約的運營體系。未來預計中國電信在雲計算
領域合作將擴大至資本層面。
「中國電信雲計算發展目標計劃未來三年雲計算領

域復合年均增長率將達到156%，到2017年預期市場
佔有率超過18%，並實現中國電信互聯網業務全部雲
化。」王峰還表示，虛擬運營商落地實施，中國電信
將為移動轉售服務商提供雲資源能力並可在移動轉售
服務商渠道和終端加載雲應用產品。此外，大數據應
用擴展帶來對雲數據中心資源池計算和存儲能力的大
量需求。
中國聯通雲數據有限公司總經理焦剛也指出，中國

聯通在全國部署了十大雲計算中心，其中東北哈爾濱
1,000畝土地正在規劃，準備建設數據中心，呼和浩
特佔地970畝土地建設的數據中心已投入運營，而廊
坊60萬平方米數據中心今年也將投入運營。
據焦剛透露，在雲計算方面，中國聯通本月推出個

人雲業務，在移動終端、智能終端都將推出沃雲雲空
間產品，客戶端支持所有終端通訊錄、郵件、相冊等
的雲同步、雲備份及雲分享功能。
與幾大運營商不同的是，騰訊、阿里巴巴、百

度、微軟等互聯網公司更走在雲平台的打造和大數
據的「挖掘」之路上。其中，百度正致力於大數據
的利用。而阿里巴巴集團首席技術官王堅認為，如
電冰箱、洗衣機、電視之於電力一樣，雲計算同樣
需要自己的「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於是，他
致力做一個內地雲計算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的「雲棲
小鎮」。騰訊雲總經理陳磊亦稱，騰訊一直追求連
接，騰訊雲要做的就是打造一個開放的連接未來的
雲端平台。

暢捷通覓收購機會攻雲服務

儘管軟件銷售仍是暢捷通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但為了迎合新興
科技及市場的發展趨勢，該公司已通過使產品和服務多元化對

業務重新定位。據王文京表示，自2012年以來，公司已開始投資雲服
務業務；去年，公司更在美國硅谷建立了一支專業的工程師團隊設計
雲平台的架構，牽頭開發雲平台。由於公司的雲服務面向其軟件產品
的現有用戶及其他潛在企業用戶，他相信該等服務與公司的軟件業務
可相輔相成，並能憑藉內地小微企業等現有優勢建立雲服務業務。
王文京預期，今年第三季度，該公司將在平台上推出企業雲應用商
店以推廣雲應用，並於2015年第二季度向第三方開發商開放雲平台，
該公司將以免費或收取訂閱費的方式在平台提供自行開發的應用。他
續稱，基於公司提供的平台服務，公司將會與第三方開發商分享在平
台分銷應用所產生的部分收入。
招股書亦顯示，暢捷通計劃憑藉現有的軟件用戶基礎推廣雲應用，
在平台發展百萬以上用戶，並對應用收費，冀為公司帶來持續穩定的
現金流量，擴大依靠銷售的盈利模式。軟件銷售一直佔其收入比例逾
90%，惟去年軟件收入減少3.4%，主要因公司轉向雲業務，以及縮減
銷售毛利率較低的軟件所致。
據王文京分析，在中國等新興市場的小微企業雲服務競爭態勢突
出，部分中國傳統的大型系統集成商逐一建設「雲平台」，推動小微
企業雲業務的推廣；若干位處中國的互聯網服務商也開始開發基礎雲

服務，以滿足小微企
業進銷存管理、辦公
管理及協同等需求；
還有一些專業雲服務
提供廠商加快了向重
點行業領域的小微企
業推廣雲服務；至於
傳統小微企業軟件廠
商包括該公司在內，
亦加速了雲平台的研
發進程。
「雖然目前小微企

業的規模相對較小，
市場滲透率較低，但預計未來將保持超過30%的高速增長。」王文京
如是說。據計世資訊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小微企業公有雲服務市場
規模為13.9億元人民幣，預計2018年市場規模將達到55.9億元，
2013年至2018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32.1%。
對於騰訊旗下微信同樣開發針對小微企業的移動雲平台，王文京表

示，進軍業務者甚多，暢捷通擁有小微企業客戶群優勢，且平台更注
重協同工作的服務，與其他雲平台有顯著差異。

事實上，暢捷通已成為內地領先的小微企業軟件及服務供應商。若
按收入計算，去年暢捷通在中國小微企業財務軟件市場佔有17.6%的
份額，在企業軟件市場的佔有份額則為3.8%，均排名第一。王文京
說：「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們具有領先的市場地位、龐大的用戶基
礎、廣泛覆蓋的銷售服務網路、強大的研發產品創新能力和經驗豐
富、勇於創新的管理團隊，已成為中國小微企業軟件市場公認的領先
品牌。」

由上海交易所上市的用友軟件分拆的小微企業軟件供應商暢捷通昨
日成功在港上市。該公司董事長王文京表示，在維持軟件行業地位的
同時，公司將計劃轉型為小微企業雲服務供應商，並會尋求收購雲業
務的機會。「我們根據對內地小微企業的需求，已開展『雲+端』策
略，在雲服務業務方面已取得突破性發展，並促進軟件業務的發展。
我們計劃憑藉自身的業務優勢，特別是我們的用戶基礎、研發能力及
品牌影響力，落實『雲+端』策略。」

內地雲計算步入快速增長期
科網概念熱潮下，

不少網遊企業紛紛上
市以作進一步擴張。

以「鬥地主」、「麻將」為主打的棋牌網絡遊戲商聯
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將於本月30日在港掛牌上市。
聯眾主席楊慶表示，該公司的主戰場在亞洲，所以選
擇在港上市，他對今年純利8,000萬元的目標充滿信
心，現時首季純利已達3,017.8萬元。他續稱，內地網
絡遊戲市場龐大，社交網站為吸引瀏覽量亦會加上線
上棋牌遊戲的元素，而且線上棋牌遊戲不會過時，公
司在收費移動遊戲有穩定收入來源。
截至今年3月底，聯眾已累計有4.48億戶註冊用

戶，其中PC遊戲及手機遊戲分別有3.96億戶及5,100
萬戶。聯眾現有逾200款遊戲，楊慶表示，年內會推
出更多遊戲，同時亦會考慮收購以加快發展，對象仍
以棋牌遊戲相關為主。
據楊慶指出，該公司目前的收入主要來自三種運營
模式下的網絡遊戲，即自主開發的遊戲、特許遊戲及
第三方運營的遊戲。而公司的遊戲幾乎全都是自主開
發。在分銷第三方運營的遊戲（非棋牌遊戲）時，公
司可從其龐大的玩家基礎中獲利。該公司除不斷推廣
自主開發的遊戲外，亦開始專注於移動遊戲的開發及
運營，移動遊戲收入佔公司總收入比例已由2011年的
2.5%，大幅增至今年首三個月的18.6%。
該公司管理層預期，未來幾年內，移動遊戲將成為
聯眾及整體行業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為此，公司將繼
續對旗下的移動遊戲組合擴充作出重大投資。「在不
久的將來，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為移動設備開發並發佈
優化的經典棋牌遊戲。今年，我們計劃推出大量自主
開發的移動遊戲，以及在我們的平台經營由第三方開
發商開發的特許移動遊戲。」
同時，聯眾將進一步提高PC遊戲與移動遊戲之間
的協同效應，從而讓玩家享受無縫式的遊戲體驗。該
公司亦將深化及擴大與移動運營商及設備製造商的業

務關係，向玩家提供更多的移動優化增值服務。
「我們相信，公司之所以能夠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
出，主要是受益於業務的一個特點，就是在線棋牌遊
戲與線下比賽相結合。例如於2012年，我們在內地舉
辦第一屆經世界撲克巡迴賽授權的德州撲克大賽。在
海南三錦標賽預熱階段，我們通過所有公司的大型PC
渠道在網絡遊戲平台舉辦資格賽，當時吸引了50多萬
人次參賽。去年，我們進一步擴大了賽事規模，讓其
成為常規的年度盛事。」
據了解，該公司今年還將舉辦其他線下比賽，包括

在三亞舉辦世界橋牌綜合錦標賽。楊慶表示，該等線
上線下綜合賽事為吸引玩家進入公司的網絡遊戲平台
提供了重要的推廣工具；同時亦將有助提升公司作為
中國棋牌遊戲專家的美譽，以及在內地棋牌遊戲產業
的影響力及領導地位。
海外市場擴張方面，基於該公司組合中的多款遊戲

立足於中國經典的棋牌遊戲，因此計劃在華裔人口居
多的市場，如馬來西亞、印尼及新加坡等地開始海外
擴張。楊慶表示，公司計劃與地方分銷網絡初步聯
手，選擇部分市場，推出少量遊戲；長遠來看，公司
將受益於該等試點計劃，擴大其在海外市場的投資及
營運。同時，通過舉辦國際棋牌遊戲比賽進一步提升
公司在海外市場的品牌認知度，建立並鞏固與全球遊
戲分銷商的關係以擴大公司國際遊戲的玩家基礎。

聯眾專注移動遊戲拓展商機
上行公司行業觀點

■聯眾致力提升其在海外市場的品牌認知度

■中州證券是唯一一家在河南省註冊並設立總部的證券公司，擁有得天
獨厚的本土優勢和良好的品牌優勢。

■暢捷通在雲服務業務方面已取得突破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