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IT網中關村在線昨報道
指，阿里巴巴和魅族將在手機系統領域合作。新
系統將以阿里10月20日發布的雲OS 3.0為底
層，再搭建魅族的Flyme系統，雙方並定於10月
21日召開聯合發布會公布新系統方案，這意味着
魅族的MX4將可能搭載雲OS版。
魅族科技昨日宣布，將聯手阿里巴巴於10月21

日召開戰略合作發布會，媒體邀請函指出，「雙方
將整合優勢資源展開戰略合作，在更多領域展開深
層次合作，為消費者帶來更優秀產品」。阿里巴巴
集團CTO王堅近日亦親赴珠海與魅族創始人黃章
溝通。此前，阿里YunOS事業部總經理「阿里元
寶」曾評價，YunOS 3.0的體驗度完全不比使用
Android的Flyme差，並稱願意拿出20萬元做賭
注。隨後黃章則在微博上回應，稱阿里的錢可以不
要，但Flyme的入口一定要保證，「賭體驗我看20
萬元太少了，要賭就賭1,000萬元」。
到底是如之前傳聞一樣的阿里入股魅族，還是

MX4與雲OS的合作，21日將揭曉答案。

阿里夥魅族推新手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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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 北京
報道）電影情節中經常見到人類只需通
過指紋、掌紋，甚至面相就可以付款、
認證等。這些高科技生活可能不再是
夢。阿里小微金服昨日就在北京舉辦
「NEXT 2014小微分享日」，讓傳媒
體驗各種未來生活，以及分享最新指
紋、掌紋，以至面相的應用。

有效互補數字密碼
這是小微金服首次對外界展示正在研

究的安全技術，特別是以生物識別技術
為主的多項技術，包括面相、聲紋、指
紋、掌紋、筆跡和鍵盤敲擊。
通過這些技術的發展，可以與現有的數

字密碼形成有效互補，甚至在部分場景及
環節，其安全遠超數字密碼。不過另一方
面，亦會構成私隱問題，集團大安全產品
技術部資深總監曹愷就認為，安全與私隱
之間要取得平衡，只要是向正確的方向發
展，私隱不會成為其發展的阻礙。最重要
是使用者是知情、接受，以及願意。分享
日同場更展現了支付寶在日常生活，如外
出租車、旅行、購物，以至醫療上如何影
響生活。更讓前來的媒體試用1分錢（人
民幣，下同）購買50元的商品，惟支付
寶未在本港通行，記者無緣試用。

■阿里小微金服大安全產品技術部資深總監曹
愷。 梁偉聰 攝

黃天祐續任證監會非執董
香港文匯報訊 中遠太平洋（1199）執行董事

兼董事副總經理黃天祐再度獲委任為證監會非執
行董事，任期由10月20日開始，為期兩年。
政府發言人昨日公布上述委任時表示，黃天祐

在任期內就證監會執行其職能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和指導，期待他繼續支持證監會的工作。非執行
董事的職責是參與證監會政策制定的工作，以及
對證監會行政管理及組織架構的事宜作獨立監
察。其他非執行董事包括鄭國漢、高育賢、李金
鴻、馬雪征、黃啟民及王鳴峰。

國航9月旅客周轉量升5.2%
香港文匯報訊 國航（0753）昨日公布9月營運
數據，集團合併旅客周轉量、運輸量同比繼續保
持上升，環比則有所下降。客運運力投入同比上
升7.7%，旅客周轉量同比上升5.2%。其中，國
內運力投入同比上升4%，旅客周轉量同比上升
3.1%；國際運力投入同比上升14%，旅客周轉量
同比上升8.6%；地區運力投入同比上升16.4%，
旅客周轉量同比上升 11.6%。平均客座率為
79.4%，同比下降1.9個百分點，國內、國際、地
區航線分別下降0.7、3.9、3.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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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來辭職信﹕是時候交棒
香港文匯報訊 中金公司高層或將再有人事變動。

路透社昨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指，中金公司現任董事長
金立群亦將在年內離職，出任正在籌建中的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高層。至於前日獲准離任公
司總裁及管理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朱雲來，路透社引述
其辭職信稱，中金已初步形成「一基三柱」的全方位
投資銀行業務框架，目前已形成共識，重拾方向，他
是時候交棒，以形成公司健康良性的管理交接和延續
機制。
據路透社獲得的朱雲來辭職信，其未有透露去向，
但在信中稱目前中金公司已初步形成「一基三柱」的
全方位投資銀行業務框架，建立了「紐倫新港」為基
點的國際網絡，連同本國市場形成「五地一體」的戰
略佈局。
朱並稱，中金公司上下經歷近兩年的深入市場分析

和系統梳理，目前已形成共識，重拾方向。從長遠考
慮，其決定辭去CEO職務，將接力棒交給繼任管理團
隊，助推團隊成長，系統建立長效體制，形成健康良
性的管理交接和延續機制。
金立群前日在一會場間隙對朱雲來的辭職回應稱：

「他（朱雲來）認為是應該做其他事情的時間了，公
司總要接班換代。」

員工稱「一個時代的終結」
一名中金公司資深員工認為，不管怎樣，朱雲來的
離職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他指朱雲來服務中金公
司16載，可以說是內地投資銀行界頂尖的專業人士。
不過目前大趨勢是大型國企上市資源愈來愈少，在中
小和民營企業的IPO（首次公開發行）上，中金確實
不佔優勢。

該資深員工並認為，相對於純本土的投行，中金公
司的成本比較高，一些比較國際化的做法亦不被本土
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所喜歡和接受，所以近年
來盈利水平下降得比較快。

董事長金立群料年內離職
此外，路透社昨日再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中金公司
現任董事長金立群亦將在年內離職，但金立群的離職
與朱雲來辭任沒有關係，金是「早就決定了的事
情」。接近中金公司高層消息人士稱，「如果沒有大
的意外，金立群將在未來兩個月內提交辭呈」。
該人士表示，中金公司的董事長歷來由監管層安

排，並不參與中金公司日常的營運管理，因此金立群
無論何時離職，均不會對中金公司的運作產生實質影
響，「不能與朱雲來的辭職相提並論，這兩個人對中

金公司的影響力完全不同」。中金公司公關部表示對
此不予置評。
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國政府高層此前就決定將

由金立群負責牽頭主管亞投行的組建以及日後的營運
工作。以金立群的工作經驗，在亞投行可以發揮更大
的作用，他宣布離開中金公司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金立群此前歷任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
（CIC）監事長、財政部副部長、世界銀行中國副執
行董事等職務。2003年8月，金立群出任亞洲開發銀
行副行長，任職5年，是亞開行成立以來首位中國國
籍的高層。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初於去年10月倡議籌建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內地可能成為該銀行的最大股東，出
資比例或達到50%。亞投行註冊資本金規模將為500
億美元，未來可增資擴股。

3新股今掛牌 暗盤俏
衍生飆33%最勁 一手賺780元

衍生集團昨晚場外交易活躍，在耀才
新股交易平台，衍生暗盤價曾一度

高見1.6元，較招股價升35.6%。收報
1.57元，升33.05%。每手不計手續費賺
780元。該股以招股價上限1.18元定價，
一手2,000股中籤率30.01%。公開發售
超額認購859倍，公司啟動回撥機制，令
公開發售總數增至1億股，相當於股份發
售項下初步可供認購發售股份的50%。

華虹首日潛水 一手蝕510元
主要在香港提供屋宇設備工程服務的
雅駿控股（1462），昨晚暗盤價最高曾
見1.38元，收報1.23元，升11.82%。一
手4,000股最多賺520元。同是從事建築
業的本港地基行業承建商三和建築，昨
暗盤全日收報 1.89元，升 26%，每手
2,000股賺780元。
另一邊廂，昨日上市的華虹半導體逆
市潛水，全日收 10.74 元，較招股價

11.25元低4.4%。不計手續費及佣金，一
手1,000股蝕510元。華虹半導體昨日首
掛牌高位曾見11.1元，低位10.5元，成
交3,919.3萬股，涉及金額4.24億元。主
席傅文彪昨在上市儀式時解釋指，新股
在上市初期，短期股價波動無可避免，
相信只要業務基礎穩固，未來股價會回
升。公司今後將不斷推出新產品，毛利
率亦會隨之上升。傅文彪表示，公司部
分集資將用作擴充產能，希望在兩年半
時間內，將現時每月12.4萬片的純晶圓
產量提升至16.4萬片。屆時將以增加設
備形式提升產能，非新建廠房。

瑞信力撐 股價看升三成
瑞信的報告予華虹半導體「優於大

市」初始評級，目標價每股14元，較昨
日收市價有30.35%上升空間。該14元的
目標價，相當於1.2倍市賬率，與內地最
大且擁有12英寸晶圓代工廠的中芯國際

（0981）看齊。不過報告提及，華虹的
招股價相當於市賬率0.97倍，估值較中
芯國際合理。
報告指，這家8英寸半導體廠很早便投

資於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儲器，因此為物
聯網應用，包括智能卡、微控制器、射
頻和模擬，提供可靠的低成本解決方

案。該行分析師Randy Abrams在報告中
稱，8英寸半導體市場已經回復正增長，
供應保持0至5%增速，驅使產能利用率
接近100%和產品價格堅挺。他指，華虹
可以為投資者帶來穩定的增長和邊際利
潤、正自由現金流以及相對12寸半導體
廠較低的技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今日掛牌的3隻新股暗盤表現不

俗，暗盤價飆近12%至33%。當中三和建築（3822）及衍生集團

（6893）每手最多賺 780 元。不過，昨日掛牌的華虹半導體

（1347）逆市「潛水」4.4%，收報10.74元，散戶一手蝕510元。投

行瑞信雪中送炭，昨日即予華虹「優於大市」的初始評級，目標價14

元，較其昨日收市價高達30.35%。

■傅文彪（右）指，新股在上市初期，短期股價波動無可避免。 張偉民 攝

六福黃金周港澳生意增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六福集團（0590）昨
日公布，於「十一」黃金周期間，旗下香港及澳門店舖
的同店銷售按年增長3%，升幅主要歸因於國際金價近
期處於較低水平，令黃金產品需求上升。同時，雖然
「佔中」影響個別地區店舖營運，但由於顧客轉變購物
地點，令其他地區的店舖銷售大幅增長，減低該行動的
負面影響。同期內地的同店銷售按年上升28%。

「佔中」對銷售影響細
六福管理層昨在於電話會議上補充指，受「佔中」影
響，有3家門市需要關閉，相關店舖銷售跌幅達20%至

30%。對於深圳、雲南及海南等地省旅遊委禁止相關旅
遊社組團來港，管理層稱未評估所帶來的影響，暫難以
作出回應。
另外六福表示，受高基數效應影響，2015年財年第

二季整體同店銷售按年下降21%，但對比第一季54%之
跌幅有所改善。以地區論，香港及澳門第二季的同店銷
售按年下降20%，內地則跌30%。
集團財務總監陳素娟於電話會議表示，第二季的黃金

同店銷售增長跌28%，但認為只是今年黃金需求回復正
常，因去年度第二季延續自「搶金潮」的龐大黃金需
求，基數太大，同店銷售增長下跌是合理的。陳素娟又

指，集團上半年的珠寶首飾銷售持續增長，收入佔比上
升到15%至20%，相信下半年會持續增長。

租金員工成本壓力不大
另一方面，六福指集團面對的租金及員工成本壓力並

不太大，現時屬於一線街舖舖位不多，相信可維持現有
租金成本水平。截至今年9月底，該集團香港自營店按
季微增2家至46家，內地店減少1家至82家，連同澳門
及海外店合共有143家門市。內地品牌店按季增42家至
1,190家。現時集團總計設有1,333間店舖。
六福昨收報22.75元，升1.56%。

瑞銀京設營業廳攻財富管理瑞銀京設營業廳攻財富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
快速增長的高淨值人群，正在吸引愈來愈多外
資金融機構的關注。瑞士銀行（中國）於北京
華貿支行昨日開業，這是瑞銀在亞太地區設立
的第一個首層營業廳。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主
管施許怡敏表示，內地是瑞銀的重要市場，蘊
含眾多業務機會。中國是全球第二大、亞太地
區第一大的財富管理市場，財富管理業務有巨
大潛力，不斷壯大內地業務仍是瑞銀的重要目
標。

拓展本土客產品覆蓋
瑞銀財富管理東南亞兼亞太在岸業務主管許

健洲表示，瑞銀中國專注於財富管理業務，與
瑞銀全球戰略一致，將致力於為內地客戶提供
卓越的國際諮詢服務和全面解決方案，以滿足
他們在個人、家族和企業各方面的需求。
瑞士銀行（中國）行長（擬任）兼財富管理

業務主管陳慶表示，北京華貿支行的開業是該
行邁向成為中國領先的全球財富管理機構這一
目標的重要一步。該行將進一步策略拓展和加
強面向本土客戶的產品覆蓋與服務能力。
華貿支行位於北京中央商務區，陳列了從

瑞銀藝術藏品中精選出的多件當代藝術作品，
源自過去20年中最重要的3名歐美藝術家之
手。

■陳慶指，該行將進一步拓展面向本土客戶的產品覆蓋。右為許健洲。
瑞銀供圖

保利協鑫料新技術擴產2.5萬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近日於新能源分類
中，光伏股相對造好。不過保利協鑫（3800）首席財務
官兼執行董事楊文忠昨日於股東會表示，現時集團的年
產量仍未達到內地政府的目標。據內地早前公布的政
策，至2020年預期增加100吉瓦，即每年平均增加10
吉瓦至20吉瓦，但目前該集團年產硅片僅約12吉瓦。
他解釋，集團認為需要小心應對行業低潮，故對擴產持
保守的態度。

多晶硅加價未影響收入
對於最近原材料多晶硅價格上升，楊文忠指由於

回升幅度不大，對集團收入未起太大作用；目前生
產線皆全面運作，對年產能約6.5萬噸感到滿意。他
透露集團新生產技術「硅烷流化床技術」即將投

產，預期每年可以增加產能2.5萬噸，在1年後成功
增產。
旗下協鑫新能源（0451）主席唐成昨於股東會後亦
表示，由於目前使用的多晶硅早於數月前買入，故收入
暫未受到多晶硅價格上升影響。
保利協鑫今年5月完成收購子公司協鑫新能源，楊文

忠指受條款限制，集團兩年內不會向其注資，但目前有
345兆瓦的光伏發電站已交之管理。他又強調，集團與
子公司以商業公平條款簽訂供貨協議，是為確保股東利
益。唐成亦稱，雖未與母公司簽訂優惠協議，但相信母
公司可提供客戶資源及技術支持。
另外，有傳該集團母公司以「白武士」身份拯救內地
停牌的超日太陽能，楊文忠稱目前仍在初步階段，但未
來兩者或有機會合作。

中電信研年底前推「前海卡」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特區報》報道指，中電信集團
與前海管理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動「前海卡」
的發行工作，料今年底前上市。前海管理局與中移動、
聯通的合作亦在緊密進行之中。
香港營運商方面，前海管理局與多家香港營運商保

持密切接觸，香港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兩家營運商香港
電訊（6823）與和記電訊（0215）均表現出合作意
向。
報道指，「前海卡」的發行將取消深港漫遊費用，

達致深港兩地移動通信收費統一。未來在前海購買中
電信移動手機卡「前海卡」，撥打接聽香港電話均以
市話計算收費，在深圳撥打國際長途按香港收費收
取，將大大降低移動通信的語音收費和企業的營運成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