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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重科21億併購奇瑞重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北京報道）中聯重科(1157)公

布，與弘毅投資、奇瑞重工三方已簽署股權轉讓協議，中聯重
科以 20.88 億元（人民幣，下同）收購奇瑞重工 18 億股股份，
佔總股本 60%；弘毅投資則以 6.96 億元取得奇瑞重工 6 億股股
份，佔股 20%。這是目前中國內地最大規模農機併購交易，也
標誌中聯重科正式拓展農業機械業務。

奇瑞重工是目前內地跨度最大、
產品品種齊全的農業裝備企

業。據奇瑞重工總經理王金富介紹，
目前已實現耕、種、管、收、烘乾等
全程農業機械製造全系列產品研發。

計劃注入農機業務
資料顯示，總部位於安徽蕪湖的奇
瑞重工成立於 2011 年 6 月，與奇瑞汽
車均為奇瑞控股旗下的獨立法人企
業，業務涵蓋農業裝備、海洋裝備、
工程機械等多個領域，去年實現營業
收入38.6億元。

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透露，併購
完成後，將對奇瑞重工業務進行整
合，對原有的挖掘機和叉車業務進行
剝離，並將中聯重科已有的農機業務
注入，讓奇瑞重工全心全意做農機。
據了解，併購完成後奇瑞重工管
理團隊將不會有很大變動，中聯重
科將僅對其在業務上作出調整，將
其打造成公司農機業務擴展核心平
台。

海外尋覓收購同業
詹純新表示，公司還有併購海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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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農機品牌的戰略佈局，目前正在尋
求合作夥伴。另外，中聯重科未來還
將積極爭取金融牌照，為旗下產業提
供更大的支持力度。
根據國家《農機工業發展規劃》，

到 2015 年，中國農機工業總產值將
達到 4,000 億元以上，預計 2018 年將
突破 5,000 億元。而隨着國家農業產
業化政策的落地和城鎮化的推進，農
機板塊將會有更大的發展。

星展：港企用人幣增長明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星展銀行昨公布，今年第二季
「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由第一季的 56.7 上升至 60.4，創紀錄
以來新高。同時，香港企業對人民幣業務需求有明顯增長。

「人民幣動力指數」創新高
星展表示，過去12個月有人民幣訂單/發票的公司比例，由上
一季的 33%上升至 45%。而有 69%企業表示未來 12 個月將用人
民幣作上述用途，兩者均是自2013年第二季以來錄得的新高。而
使用人民幣產品的公司比例達34%，明顯高於第一季的25%。
有 20%的受訪企業表示，「非常容易」及「略為容易」獲得
人民幣貸款或信貸融資。星展銀行經濟研究部經濟師周洪禮表
示，自香港離岸人民幣銀行同業拆息推出定盤價後，貸款融資
比較清晰的基準，而「上海自貿區」及「滬港通」的發展政
策，都有利人民幣貸款業務。
至於滬港通開通後對人民幣的影響，周洪禮指，滬港通有利於
人民幣流通，如果金管局放寬2萬元每日兌換上限，可吸引更多人
購買人民幣產品，長遠有助擴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但他說香港投
資者對A股認知不多，料滬港通開通初期香港投資者會處於觀望情
況，人民幣資金池會因此有輕微萎縮壓力，但下降幅度不大。
關於業界用高息吸納人民幣存款，周表示，高息情況是因人
民幣貶值所致，他預料未來人民幣匯率漸趨穩定，相信未來高
息吸納人民幣存款的情況會逐漸下降。

吉利下調銷車目標 26%
■左起：吉利汽車執行董事洪少倫、行政總裁及執
行董事桂生悅及首席財務官及執行董事張然。
記者 張易 攝

吉利下半年新推的 3 款車型包括主力車型
「EC7」，桂生悅對下半年銷情感到樂觀，指該車
型自上月推出後供不應求，於 8 月傳統汽車業淡
季，工廠亦要加班生產。

中期盈利大減 20%

內地過去 5 年推動新能源汽車發展，桂生悅認
為，純電動車因產業鏈較難優化難以普及，集團看
好插電式混能車前景，明年亦會推出新電動車提高
競爭力。
桂生悅認為，內地消費者日趨理性，加上內地公
務車減少採購高端外國品牌，令主打性價比優勢的
吉利汽車吸引力變大。他又認為內地反壟斷調查可
令市場競爭更公平，希望當局擴大調查範圍。

桂生悅指，今年銷售不佳主因公司主動調整產
品，意在提高經銷商水平，料經銷商整合的效果將
於下半年體現，隨着下半年推出 3 款新車，預計銷
量會有改善，強調公司無計劃再下調全年目標。他
又指，集團於去年起部署烏拉圭及巴西廠房的生
產，相信南美洲是下半年的增長點。

純電動車料難普及

佳兆業上半年去化率 60%

香港文匯報訊 內房企佳兆業
（1638）昨公布，今年上半年股東應
佔純利 13.29 億元人民幣
（下同）
，同
比 升 29.67% ，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26.7
分，不派中期息。期內公司核心純
利及核心純利率分別上升5.8%及1.4
個百分點，至11.56億元及17%，毛
利率升 3.9 個百分點至 40.3%。公司

相信，下半年市場氣氛將會改善。
佳兆業上半年合共推出建築面積
約 100 萬平方米樓面，而下半年計
劃另外推出最多約 270 萬平方米樓
面。按連續 12 個月基準計算，至今
年 6 月 30 日，公司成功達到去化率
60%。於 6 月 30 日公司負債淨額與
權益總值比率為 72.5%，較去年底

的62.1%高。
另一內房企中駿置業
（1966），上
半年純利同比跌 37%至 3.15 億元，
主要因銷售收入減少約 42.3%至約
21.48 億元，物業銷售收入減少約
43.4%至約 20.68 億元，但公司毛利
率則由 2013 年同期的 33.2%上升至
38.6%。

中州證券賺 1.79 億不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見習記者 靳中興
鄭州報道）中州證券
（01375）
昨日交
出了其6月在港上市後首份成績單，
上半年公司股東應佔約利潤1.79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34%，每
股基本盈利9分，不派中期息。

融資融券業務成績理想
上半年中州證券融資融券業務交

易額為 268.3 億元，是去年同期的
2.8 倍，利息收入為去年同期的 3.5
倍；而股權質押融資業務的規模也
快速增長，股票質押待購回初始交
易金額為 10.95 億元，較 2013 年末
增長 330.12%，該項業務利息收入
2,093.29 萬 元 ， 較 2013 年 度 增 長
210.26%。
據中州證券高層透露，公司 7 月

成為上交所確定的首批 25 家「先
鋒」券商之一，參與滬港通首批測
試。另據透露，中州證券 8 月 21 日
將與恆生電子簽署協議，在資源與
信息共享、電子證券平台的業務和
技術合作等方面進行深層次合作。
而今年 4 月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
席馬雲剛剛通過收購恆生集團，成
為恆生電子的實際控制人。

滬自貿區下月買賣黃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吉利汽車（0175）
昨公布中期業績，期內錄得盈利 11.13 億元（人民
幣 ， 下同 ） ， 按 年 大 減 20.4% ；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12.65 分，不派中期息。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桂生
悅昨於中期業績記者會解釋，上半年盈利遜於預
期，主因缺乏新品、調整分銷商結構及俄羅斯、烏
克蘭等海外市場政局不穩。上半年銷量僅達全年目
標 58 萬部的 32%，集團因此宣布把該全年目標下
調25.8%至43萬部，數字較去年跌2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上海自貿區管委會
一位官員日前證實，上海國際
黃金交易中心初定於 9 月 26 日
啟動在上海自貿區的黃金交
易。黃金交易國際板將會以人
民幣計價，並將命名為「上海
金」。這意味着在自貿區掛牌
一周年之際，黃金國際板將正
式推出。此外，有消息稱，另
有渣打等三家銀行已獲得進口
黃金許可，但目前尚未開始進
口。
上海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其主
要業務是組織安排黃金、白
銀、鉑金、鈀金等貴金屬產品
和相關衍生品交易，並提供相
應的中介服務。據悉，黃金將
是交易中心首批推出的產品。
而據相關自貿區官員透露，從
理論上來看，目前推出白銀、
鉑金、鈀金等貴金屬的交易也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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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指升轉跌 結束三連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昨震盪收
跌，成交明顯減少，藍籌股表現弱勢，但題材概念股表現活
躍，近40股漲停。上證綜指收報2,240點，跌幅0.23%，結束之
前的三連漲，成交 1,396 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報
8,023 點，跌幅 0.25%，成交 1,814 億元。創業板指報 1,427 點，
跌幅0.63%。

資金再度流出 88 億
兩市昨日小幅低開，全天多數時間在周二收盤價2,245 點下方
弱勢震盪，午後上證綜指一度上行，刷新年內新高 2,248 點，隨
後再度回落，但收盤仍站在短期均線上方。受權重傳媒板塊回
調影響，創業板走勢相對偏弱，成交萎縮明顯。盤面上看，石
油、煤炭、金融等權重板塊低迷拖累大盤，半新股、央企改
革、東北振興等題材概念股表現強勢。兩市 39 股漲停無跌停，
顯示出個股活躍度不減。資金連續第二天流出，共流出 88 億
元，其中滬市流出29億元，深市流出59億元。

央企改革概念股受捧
白酒股領漲，板塊漲幅2.14%。洋河股份漲近5%，沱牌捨得、
金種子酒、貴州茅台、老白干、今世緣等漲超2%。央企改革概念
股漲近1.5%，中糧地產漲停，中糧生化、瑞泰科技等漲超4%。
國務院支持東北新政最新出台，鼓勵引導國家重點工程優先採
用國產裝備，扶持核電、火電、軌道交通、石化冶金及高檔機床
等優勢裝備走出去。提振東北股走強，佳電股份、吉林森工、營
口港、龍江交通、華電能源、吉林高速及松遼汽車等8股漲停。
分析人士表示，從近期市場量價背離態勢來看，盤中調整或
將繼續，而下方 2,180 點和 2,200 點的一線的支撐力度明顯，盤
中已經從上周圍繞 2,220 點提高到 2,230 點一線，所以短期指數
調整也不必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