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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司登少賺36% 歸咎天氣熱

宏利：港人嚴重低估退休年期

中國手遊稱高層變動不涉賄賂佳寧娜3000萬購連鎖餐廳

雨潤20億拓展電商渠道

憂鬱奔向冷的天 超人無心睡眠
&
� 每逢夏令時節，身為汕頭大學校董會

名譽主席的李嘉誠都會參加該校畢業典
禮，向同學致畢業辭。今年誠哥講話主
題好突出，昨日於汕大發表題為《無心
睡眠》的演講，而觀乎標題，超人似乎

滿有心事，如同名廣東歌歌詞所載，「憂鬱奔向冷的
天」，夜夜無眠。

何解失眠？原來超人先天下之憂而憂，覺得社會有
不公現象，財富分配不均，寄語執政者「不要讓『貧
富懸殊的憤怒』和『高福利負擔』一事的兩面現象，
持續讓社會停滯和不安」。誠哥此番講話語重心長，
雖然身在汕頭，不過演講內容放諸香港皆準，或者憂
慮本地近來討論的「退休保障」與「劏房」等問題。

其實誠哥早前於5月底已經傳來「失眠」消息.，當
時誠哥好朋友周凱旋透露，超人深夜常被三件事擾
夢，包括全球貧富懸殊持續、中國糧食問題，以及人
與人之間欠缺互信，彼此沒有講真話。然後，各界輿
論好擔心超人身體欠安。

超人感謝各方好友關心，直言「朋友關懷那份濃厚
情誼令我感動」，更主動提到自己歲數八十有五，
「各種個人得失，早被風風雨雨沖淡，還有何憂
心？」誠哥似乎超然於個人生死之命，雖然放下個人
得失，但卻憂國憂民。

前日，香港有重要官員出席高級學府畢業典禮，有
學生因為不認同官員政見，台上台下予以諷刺指罵。
兩個畢業典禮，一個反映學生躁動而社會不安，另一
個流露擔憂焦慮，或者港人要冷靜思考，今後要如何
安身立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孟謙

阿里「BABA」選紐交所掛牌

中石化明年擬百億啟近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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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報道，兩位知情政府官
員透露，中國銀行（3988）已獲得監管部門批准向企
業和個人發行大額定期存單。此舉表明中國朝着利率
市場化又邁進了一步。
這兩位因未獲授權公開講話而要求匿名的官員稱，

中國銀行將推出期限一年的大額存單，利率或為
4.2%。目前該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為3.25%。根據2月
份發布的公告，中行今年計劃總計發行1,000億元人民
幣的同業存單。
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中國去年12月批准銀

行向金融機構發行同業存單。上述政府官員表示，央
行最早可能在本月發布公告。中行駐北京發言人拒絕
置評。

中行傳獲准發大額定期存單

香港文匯報訊 工信部在網頁公布，依據相關法定程序，批
准中國電信集團、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分別在16個城市開
展LTE混合組網試驗。分析員指，消息對中電信（0728）有
利，但也會加劇4G價格戰。
中電信董事長王曉初昨日在第六屆智能終端及移動互聯網產

業高峰論壇上，證實將發放FDD LTE這個4G牌照。他又
說，「今年的春天來晚了，但不代表春天的百花齊放會過
去」。
中聯通（0762）發表公告指，LTE混合組網試驗有利於公
司移動寬帶業務的更好發展。公司將按照工信部要求，積極部
署和開展LTE混合組網試驗工作，為用戶提供更高速率、更
好體驗的移動寬帶數據服務。聯通表示，昨獲母公司聯通集團

通知，工信部昨批准聯通集團在16個城市（上海、廣州、深
圳、重慶、鄭州、武漢、成都、西安、長沙、濟南、杭州、瀋
陽、哈爾濱、福州、南京、石家莊）開展TD-LTE/LTE FDD
混合組網試驗。
另外，據《中國經濟網》報道， 中電信昨日在南京天翼終端
交易會上發布了4G試商用套餐，與之前數據套餐不同，此次涵
蓋手機終端。天翼4G主套餐月基本費從59元至599元（人民
幣，下同），與3G相比套餐流量最多增2倍，相同業務使用量
費用最多節省65%。
此外，新推出飛Young純流量雲卡49元套餐，包含2G流
量，不僅門檻最低，2分錢1 MB的單價也刷新了流量價格底
線。

香港文匯報
訊 中 石 化
(0386)董事長傅
成玉表示，啟
動中石化「能
效 倍 增 」 計
劃，10年達到
能 效 提 高
100%；其中，

2014年計劃投資40億元人民幣左右，實施800
多個項目，2015年還將投資近百億元啟動近千
個項目。

據《中國證券報》報道，傅成玉表示，如果
把中國能效在現有水平提高30%，可以支撐
GDP再翻番。
報道還引述中石化能源環保部主任耿承輝

稱，中石化「能效倍增」計劃主要分成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是到2015年，中石化能效水平提
高20%，累計節約標煤1,400萬噸；第二階段是
2020年，實現累計節煤3,200萬噸，能效提高
65%，基本上實現增產不增能。
而第三階段到遠期2025年，達到能效提高
100%，累計節標煤達到4,200萬噸，10年期間
將實施2,500個項目。

中電信聯通16城市獲批4G牌

在會上，董事局主席高德康特意向
傳媒介紹曾做過達芙妮（0210）

首席戰略官、好孩子（1086）首席營
運官，於5月才新官上任的集團首席執
行官梁旭暉，大讚對方曾任外企高
管，有國際視野。但被問到以往經驗
如何幫到波司登時，梁氏就只表示不
同行業、公司都有起有落，在達芙妮
時有一段愉快經驗、互動，現先做好
公司體系管理、了解客戶需要及達至
最佳營收等。
面對非羽絨服製造商加入羽絨服板塊
競爭，梁氏承認對手以年青化及較低價
進攻，公司去年已警覺，並重新做商品
企劃及以價格應戰，但他強調非單純減

價，更大賣廣告指在周一的產品發佈會
上「深受感動、震撼，因為今年產品太
棒了」。

冀非羽絨服佔比升至30%
集團非羽絨服業務收入按年升1.9%

至13億元，佔總收入15.8%，他期望可
於3至5年內提升至佔比30%，目前集
團財務結構健康，不排除向合適的非羽
絨業務目標作出併購。電商業務現佔總
收入僅6%，未來望增至10%。
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1.1%，行政

開支微升0.1%，梁氏指，分銷及行政開
支將維持現狀，但營收減少達雙位數，
故計劃減少營運開支15%，目標具挑戰

性，將從人手、廣告宣傳等方向努力。

不擔心客戶信貸質素轉差
去年集團存貨周轉天數升44天至178

天，存貨增加3.6%至20.43億元，他望可
削減15%庫存，並改善供應鏈，目標為
21天補貨完畢，28天送到店舖。應收賬

款周轉天數由以往30至40天，增至55天
水平，首席財務官麥潤權認為，以往做得
太好，現屬正常水平，不想太催谷經銷商
應收賬，故將信貸期定為30至60天，部
分賬齡增加及超帳期出現，主要因部分市
場經銷店減少影響所致，但該批客戶擁良
好紀錄，故不擔心信貸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波司登（3998）公佈截至三月底

全年業績，純利跌35.6%至6.95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基本

盈利8.73仙，派末期息每股2港仙。收入跌11.7%至82.38億元，

毛利率跌0.6個百分點至50%。佔總收入73.5%的羽絨服業務，因

行業競爭增加，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氣溫於同一地區按年平均高出

2至3度，今年首3個月氣溫亦顯著上升影響，令收入按年跌14.6%

至60.57億元。其品牌羽絨服銷量亦按年跌17%至1,780萬件。

中國水務全年純利跌1.6%

筆克中期少賺7.1%派息4.5仙

九倉委楊永強為獨立非執董

俄鋁償債期再延至10月底
香港文匯報訊 外電消息，俄鋁（0486）再一次獲得
貸款機構的寬限，償債期限延至10月底，以便公司對
36億美元債務進行再融資。同時俄鋁還尋求法院批准一
項債務重組計劃，該計劃遭到一些貸款方的反對。
如果償債期限不能延後，這家俄羅斯鋁業巨擘將在

7月7日面臨違約。鋁價下滑導致該公司利潤遭受重
創。
俄鋁表示，94%的貸款方同意進行債務重組，但由

於未能得到全部貸款機構的支持，該公司將請求英國
法庭批准一項債務償還安排，以便實施債務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九龍倉集團(0004)宣
布，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教授已獲委任為
該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由下月1日起生效。楊永強
現年68歲，是公共衞生學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賽
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長及該院的醫療體
系、政策及管理學部主管。於1999年至2004年出任香
港政府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1990年至1999年出任
香港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該公告日期，楊教授擁有
4,000 股該公司股份權益，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的0.00013%。

香港文匯報訊 筆克（0752）昨宣佈截至4月30日
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期內營業額16.56億元，按年增
1.7%；毛利率由29.5%減少0.8百分點至28.7%，股東
應佔溢利減少7.1%至8,690萬元。每股基本盈利7.15
仙，去年同期則為7.7仙。擬派中期息每股4.5仙，與
去年同期不變。集團期內錄得淨現金狀況，現金結餘
淨額7.97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水務(0855)截至3月底年度全年
業績，期內受惠於城市供水業務的增長，集團在收益
方面錄得約27.47億元，同比上升22%；毛利約為
11.47億元，同比增加18.3%；凈溢利錄得約5.58億
元，同比上升6.1%。受到可換債券估值影響，股東應
佔溢利微跌1.6%至約2.81億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
股3仙，全年每股合共派發股息5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明曄）阿里巴巴已經決定在
紐約證交所上市，其在更新版首次公開發行(IPO)說明

書中表示，上市後將用「BABA」作為交易代碼。而
阿里巴巴這個決定，可謂給納斯達克證交所一記重
擊，因為它跟紐交所一直爭奪這個有望成為美國歷史
上最大IPO的交易。紐交所一名發言人表示「我們參
與了全面且深思熟慮的遴選程序，並很高興地歡迎阿
里巴巴來到紐約證交所」。

融資或達200億美元
對阿里巴巴而言，選擇紐交所可以令自己成為主

板的佼佼者，因為據彭博匯總數據顯示，阿里巴巴
僅次於IBM和甲骨文，成為了紐交所第三大上市科
技公司。據4月份分析師的調查，阿里巴巴市值可
能達到1,680億美元，並超越了Facebook於 2012年
IPO時創下的150億美元的規模。SandlerO’Neill
& Partners LP 在紐約的分析師 Richard Repetto 指
「兩個交易所在吸引IPO方面各有勝負，現在紐交

所再下一城。」
據《彭博》知情人士透露，5月份提交IPO申請的

阿里巴巴尋求發行12%的股份。根據阿里巴巴估值計
算，此次融資可能達到200億美元。阿里巴巴選擇紐
交所的決定，突顯出納斯達克在吸引大型科技公司上
市方面的困難。2013年的37宗科技與網絡股IPO中，
紐交所得到22宗包括Twitter；今年還吸引了Candy
Crush遊戲開發商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 PLC的
上市。

美史上規模最大科技IPO
阿里巴巴掌握着中國網上零售市場超過80%的份

額。該公司預計將在今年夏季開始掛牌交易，可望成
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科技IPO。阿里巴巴將成為
迄今為止赴美上市的最大中國企業，市值估計超過
2,00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雨潤食品(1068)正式
進軍電商行業，公司宣布，投資20億
元人民幣於電商渠道和供應鏈的拓
展，並成立自主電商品牌「雨潤莊
園」。雨潤集團電商事業部總經理麻
紀祥稱，不同於其他電商品牌，「雨
潤莊園」不做零售，也不會自建B2C
平台，以供應鏈為核心，拓展電商渠

道。
據內地東方早報報道，麻紀祥認

為，做電商銷售平台並不是最好的選
擇。雨潤電商做供應鏈平台，更加符
合雨潤集團的江湖地位和資源背景。
如果做銷售平台，這對和雨潤合作的
商家超不公平，也是—種資源浪費，
更無法跟天貓、京東、1號店等電商平

台巨頭競爭體系，雨潤食品的產品主
要是冷鮮肉，不足以支撐起一個獨立
的電商平台。

明年銷售望做到6億元
又表示，雨潤食品建設的電商平台將

不僅僅用於雨潤食品的自有產品，還會
開放雨潤的研發、加工、倉儲、冷鏈物

流等供應鏈體系，成為嫁接產品商家與
電商平台的橋樑。
麻紀祥此前曾在金山軟件、1號店

工作，今年加盟雨潤集團。目前雨潤
電商食品板塊有57人，未來會發展成
150人到200人的規模。麻紀祥稱，今
年計劃將雨潤食品電商銷售的營收做
到6,000萬元到1億元，明年做到6億
元，2016年做到30億元；而提供供應
鏈服務這塊的收入會高於產品銷售收
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佳寧娜
（0126）前晚公佈，其全資附屬公司精勇發
展收購順寶創投。精勇發展與出售方鄭家驊
及鄭家驤、順寶創投及現有股東協明投資控
股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有條件同意向精勇發
展出售順寶創投已發行股本 60%，代價為
3,000萬元，將以現金支付。

控股多個商標「茶餐廳」
重組完成後，精勇發展將成為「味皇」、「星
級味皇」、「味集皇城」及「嚐味」商標經營的
連鎖餐廳的最終控股公司。於完成後，順寶創投
將成為佳寧娜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而協明投
資控股現持有順寶創投40%股權。
佳寧娜指，集團策略是繼續投資餐廳業務及
進軍中低端連鎖餐廳業務，收購將令集團可收

購本港知名的「茶
餐廳」集團主要控
制權。於收購完成
後，計劃讓順寶創
投於本港開設更多
店面及進軍中國內
地市場。公司董事
認為，收購將為集
團提供茶餐廳市場
分部的增長機會。
現時，順寶創投
資產包括11間餐廳
及中央廚房等，截
至今年三月底止的營業額為1.25億元，按年增長
25.7%，稅後淨利潤為729萬元，按年增長
0.2%。佳寧娜昨收報1.58元，收升1.94%。

■佳寧娜指，收購將為集
團提供茶餐廳市場分部的
增長機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有傳旗下
公司中國手遊多達9名高層變動
的第一視頻（0082），昨公布證
實相關變動是為「精簡組織架
構，提升運營效率」，且「目前
沒有發現任何賄賂指控的證
據」。第一視頻昨收報0.71元，
升2.9%。
第一視頻的公告指，旗下非

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手遊，已就
遊戲發行業務部門重組及人事
變動，向美國證交會提交6-K
表格，中國手遊宣布其三大業
務之一發行業務部門的重組及
人事變動。主要目的是為了精
簡組織架構，提升運營效率，

從而能夠更好地實現長期的發
展。

望將團隊資源最大化利用
中國手遊CEO肖健相信對應

書嶺和其他8名同事作出的職
位調整，是將團隊資源最大化
的利用。而據公司所知及所
信，公司目前沒有發現任何賄
賂指控的證據。同時，為了給
股東最大程度的透明，公司董
事會已成立獨立第三方調查委
員會，並將聘請外部律師事務
所就此一事件及市場傳聞展開
調查，預計在調查結果完備後
向外界公佈。

■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
資料圖片

■左起：波司登首席財務官麥潤權、董事局主席高德康、首席執行官梁旭暉。
方楚茵攝

■阿里巴巴已決定在紐約證交所上市，料有望成為美
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科技IPO。圖為杭州市阿里巴巴
集團的公司標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宏利
昨發表最新研究報告，指本港夫婦共度
退休生活的平均年期為30.2年，「高
於」亞洲其他地區，不少香港人嚴重低
估退休年期，導致最後可能未有累積充
足的資金作退休之用。宏利建議，香港
已婚夫婦在進行退休規劃時，應加入額

外6至8年作為其預算退休生活年期。
研究亦指出人們的退休年期可能較預期
為長，因此建議採取有效調配家庭財富
的策略，以應付退休後的財務需要。
該項研究共訪問亞洲十個地區，包括

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
等國家或地區。為當地的已婚夫婦進行

退休年數預測和長壽風險評估。
宏利資產管理北亞洲區投資主管任賽

華表示，亞洲區包括香港在內的不少已
婚夫婦均嚴重低估退休年期，因此可能
未有累積充足的資金作退休之用。這主
要由於香港人的預期壽命較長，而且較
早退休的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為6.3%，

就上述十個市場而言屬於最低水平。

規劃忽略婚姻狀況因素
總裁杜汶高認為，人們在進行退休規

劃時，往往忽略婚姻狀況這個因素。大
部分香港居民在退休時仍有配偶，因此
應考慮到一方尤其是妻子比另一方長壽
的可能性。若然忽略配偶的預期壽命可
能遠高於另一方的風險，可能令夫婦其
中一方在世時耗盡其退休積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