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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金服」換上新名字「螞蟻金服」。為何以螞
蟻命名？公司表示，「之所以選擇這個名字，是因為
我們是從小微做起，只對小微的世界感興趣；我們身
上承載了太多小微的夢想，喜歡與更多小夥伴同行，
就像螞蟻一樣，雖然渺小，但只要齊心協力，便可發
出驚人的力量，在前進路上永不放棄」。並且希望
「為世界帶來微小卻美好的改變」。

「金服」二字顯示螞蟻金服不是一家傳統的金融
控股集團，業務着重於服務。螞蟻金服既服務廣大
「草根」消費者和小微企業，亦會以開放的心態服
務金融機構，共同為未來社會的金融提供支撐。

昨日記者問及有關網絡銀行的發展時，螞蟻金
服首席執行官彭蕾回應稱，內地並不缺乏傳統銀
行，剛獲批的浙江網商銀行將會以互聯網方式發
展「雲金融」，將會是純互聯網經營，專注小存
小貸，對象以小微企業及基層為主，以補充現有
的金融體系，不會有現金業務。

浙江網商銀不申請全牌照
另外，浙江網商銀行與螞蟻金服的關係僅為其

中一個合作金融機構，不會有特別優待。公司金
融事業部總經理袁雷鳴補充，浙江網商銀行不會
申請全牌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偉聰

甘為螞蟻 實現小微夢想

■螞蟻金服請
來內地人氣偶
像張傑（左一）
及謝娜（右一）
擔任支付寶錢
包推廣大使。

梁偉聰 攝

小微金服更名螞蟻金服
開放雲計算等平台 暫無意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本港
藍籌公司的股東大會一向會安排於周一
至周五舉行。不過，本港龍頭地產公司
新鴻基地產（0016）公布，今年股東周
年大會將於下月15日周六中午12時於
灣仔新鴻基中心53樓舉行，可謂打破慣
例。

料遷就許仕仁涉貪案
市場人士估計，新地今年股東周年大

會日期安排，可能考慮到集團大股東郭
氏兄弟與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嫌貪污
案件仍在進行中，新地管理層可能要於
周一至周五期間出席法庭聆訊，惟有改
於周六舉行才可令大部分主要管理層出
席股東會。
新地發言人昨接受查詢時表示，每年

股東周年大會日期均由公司秘書安排，
主要看各主要管理層能否如期一齊出席
來決定日期，但未明確表明是因為案件
問題影響。發言人指出，縱然於周六中
午舉行股東大會，但今年仍如往年一
樣，安排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
等主要管理層一同於股東大會後召開記
者會，接受傳媒發問。

新
地
罕
有
周
六
開
股
東
會

香港文匯報訊 國泰航空（0293）昨日公布與
港龍航空9月合併結算的客、貨運量。兩航空公
司在9月合共載客248.94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
升4.6%；運載率下跌0.4個百分點至81%。以可
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上升8%。今年首9個
月的載客量上升5.7%，運力亦增加5.9%。
兩航空公司在9月運載的貨物及郵件合共14.73
萬公噸，較去年同期增長 14.5%；運載率為
62.2%，上升2.9個百分點。以可用貨物及郵件噸
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增加10.8%，貨物及郵件收入
噸千米數的升幅為16.3%。今年首9個月的載貨量
上升11.7%，運力增加11.3%，貨物及郵件收入
噸千米數亦上升14.5%。

國泰9月載客量升4.6%

香港文匯報訊 平保（2318）昨日披露營運數
據，今年首9個月子公司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
的保費收入為1,382.93億元（人民幣，下同）；
中國平安財產保險1,051.02億元；平安健康保險
3.22億元；平安養老保險71.6億元。上述4家公
司合計，今年首9個月的保費收入為2,508億元，
較去年同期的2,042億元增加22.82%。

平保首9月保費增23%

彭蕾透露，公司的架構是
內資，主要由內地資金

持有。至於公司的股權結
構，管理層及員工持股
40%，另外60%股權將引入
外部戰略投資者。在未來取
得監管批准的前提下，螞蟻
金服可能向阿里增發33%的
股份，由阿里來選擇認購。
在40%員工持股中，馬雲個
人在螞蟻金服的持股比例不
會超過他在阿里巴巴集團的
持股比例，即7.3%。

阿里是重要合作夥伴
她形容阿里與螞蟻金服除
屬關聯公司外，螞蟻金服亦
是阿里的服務供應商，阿里
是螞蟻金服非常重要的合作
夥伴。此外，她又指馬雲沒
有向她設定一個業績表現目
標，自己則看重活躍用戶人
數，高於餘額寶的生意。
會上國際業務副總裁彭翼
捷宣布螞蟻金服國際業務的
方向，「以中國為原點，讓
支付寶服務於從中國走向海
外的中國用戶，亦讓支付寶
從中國擴展至更多海外市
場，服務當地國」。她透
露，目前支付寶海外活躍用
戶數量已經達到1,785萬戶，
用戶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

地區，尤其在俄羅斯、美
國、巴西、西班牙、香港、
台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
發展迅速。其提供的業務包
括旅遊預訂、交通、購物、
退稅、一體化體驗等。
目前支付寶具備14種貨幣

的結算能力，超過2,000個海
外商戶在網絡支付上採用支
付寶，包括SASA、樂天、
BEAUTY EXPERT 等跨國
商戶成為支付寶用戶。

港暫不考慮推餘額寶
但對於香港市場及海外市

場，彭蕾就表示，螞蟻金服是
在便捷度上建立基礎，故會提
供最基本及基礎的支付資金渠
道，但理財、金融等服務，在
可見的未來暫不考慮提供。換
言之現時內地的餘額寶、招財
寶等功能仍未可在港應用。
對於餘額寶推出至今，收

益有所下降，彭蕾回應指，去
年貨幣市場達高峰，收益回報
理想，用戶或許較關心收益表
現，但現在回落才是回歸初
衷，強調餘額寶成立的目的是
用作現金管理工具，因此她亦
樂意見到現狀。她坦言，大額
用戶已減少，惟用戶人數不斷
增加，正是餘額寶追求的安全
穩妥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 北京報道）昔日
阿里巴巴主席馬雲的「手抱嬰兒」小微金服，昨
日在北京舉行的分享日上公布，正式改名「螞蟻
金融服務集團」，簡稱螞蟻金服；並表示未來將
向合作夥伴開放雲計算、大數據和信用體系等底
層平台。公司首席執行官彭蕾回應有關上市提問
時表示，阿里集團剛剛經歷上市，螞蟻金服目前
沒有上市規劃時間表。

螞蟻金服六大業務
支付寶錢包 目前有超過1.9億用戶，為生活中的

各項支出付款；支付寶錢包為用戶提
供還款、轉賬、賬單等常用功能。

支付寶 第三方支付平台，截至2013年底實
名用戶達3億戶；至2014財政年度為
止，完成交易金額達3.8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

螞蟻小貸 為小微企業和網商個人創業者提供互
聯網化、批量化、數據化的小額貸款
服務；截至2014年3月底累積為超過
70萬家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需求，累積
提供貸款超過1,900億元。

餘額寶 螞蟻金服旗下的一項餘額增值服務和
活期資金管理服務；截至2014年6月
底用戶數達1.24億戶，管理資金規模
超過5,700億元。

招財寶 投資理財開放平台，金融機構可通過
平台為中小投資者提供便捷的互聯網
理財服務。

網商銀行 首家互聯網商業銀行，服務小微企業
和普通民眾。（籌建中）

馮 強金匯 動向 經濟動力強 亞太基金有錢途

避險情緒 撐瑞郎反彈
美元周三大幅下跌，美國疲弱數據激發對經濟成長

的疑慮，打擊股市和美債收益率下跌，亦讓美元遭遇
沽壓。過去幾日已因揮之不去的成長疑慮重壓各地股
市。周三數據顯示，美國9月零售銷售和生產者物價指
數雙雙回落，提醒人們謹慎看待美國經濟表現，同時
也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對全球經濟成長停滯不前的
擔憂。美國周三再度發出警告，認為歐洲可能陷入薪
資和物價交替下滑的螺旋式下降局面，稱歐洲央行最
近採取的舉措或許不足以避免通縮。

美債息跌 瑞郎上望0.927
另外，中國9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1.6%，創出2010年1月以來的56個月低點，令人更加
擔憂全球經濟成長正在快速降溫。避險美債因而上
揚，指標10年期美債收益率短暫跌破2%，來到17個
月低點。隨着避險情緒升溫，瑞郎亦備受追捧，美元
兌瑞郎滑落至0.9358的三周低位，脫離10月6日觸及
0.9690的15個月高位。
圖表走勢所見，匯價已顯著下破了近兩月組成的上

升趨向線，同時亦跌破25天移動平均線，美元兌瑞郎
有着維持下試的傾向。若果以過去三個月的漲幅計
算，50%及61.8的回吐水平為0.9270及0.9170。預料
較大支持參考在100天平均線0.9150及0.9020水平。

向上則以25天平均線目前位置0.9475作為反制阻力，
短期內若維持此區下方，應更好確認美元的回跌態
勢。其他重要阻力可參考0.96以至本月初未可突破的
0.97水平。

美元兌加元料展升浪
油價持續下跌，促使投資者迴避與油價相關聯的貨

幣，致使加元近日亦見承壓，至本周三美元兌加元一
度升至五年高位1.1385，只是其後因美元回挫，才暫
告緩解了加元疲勢。圖表走勢分析，在突破今年3月高
位1.1278後，目前有機會引發新一輪的美元兌加元的

上漲行情；下一級阻力則預估為1.1360以至1.15水
平，較大阻力將見1.1750。另一方面，上周的回吐受
限於25天平均線，故目前位於1.1120的25天線為首要
支撐；更關鍵則在50天平均線1.1025水平，在第二季
美元的跌勢大致受壓於50天平均線，而在第三季的反
撲，則又以50天平均線為重要支撐，因此，這將視為
扭轉過去三個月漲勢的重要關卡，一旦失守，擴展回
吐幅度預料可至1.0880及1.08水平。

歐元本周初在1.262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作
出反彈，一度於周三反覆走高至1.2885美元附近3
周高位。美國周三公布9月零售銷售按月下跌
0.3%，跌幅大於預期，扣除汽車及汽油的核心零售
銷售按月下跌0.1%，數據不利美國第三季經濟表
現，市場不排除美國聯儲局將大幅推遲升息時間，
美國10年期長價息率一度跌穿2%水平，導致美元
顯著受壓，帶動歐元及日圓周三晚急速反彈。
歐盟統計局周四公布8月歐元區國際貿易盈餘為
92億歐元，少於7月的216億歐元盈餘，8月出口
則按月下跌0.9%，同日公布的歐元區9月通脹年
率維持在0.3%，低於8月的0.4%，數據令歐元一
度反覆走低至1.2705美元附近。繼法國上月率先
表示2015年財政預算赤字將佔GDP的4.3%，高於
歐盟規定容許的3%赤字範圍後，意大利本周三表
示將在2015年財政預算中，大幅減稅180億歐
元，反映歐元區第二及第三大經濟國均傾向擴張
其財政預算規模，不過歐盟本周四開始將對歐元
區政府的預算草案作出為期兩周的審視，過於擴
張的預算案未必獲得通過，該些因素可能不利歐
元短期表現。歐元兌日圓交叉盤跌幅擴大，原油
價格持續下跌增加歐元區通縮風險，預料歐元將
反覆回落至1.2600美元水平。

金價反彈到位料回吐
周三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44.80美元，較上日
升10.50美元。美國9月零售銷售轉弱，美股一度
急挫，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下跌，導致現貨金價
周三晚已反彈至預期的1,249美元。隨着美元周四
跌勢放緩，再加上紐約期油輕易失守80美元主要
支持位後，進一步下跌至每桶79美元附近兩年多
低點，可能限制金價反彈幅度，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覆回軟至1,23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26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回軟至1,230美元水平。

通脹率跌憂通縮
歐元反彈後看跌 去年因為美國量寬(QE)退市和擔憂中國經濟放緩，導致如亞太

股市一度失色，然而隨着亞太經濟否極泰來，亞太經濟增長率仍
居全球之冠，而亞太十國或地區股市市盈率又低於五年均值，市
場又重新關注亞太股市的吸引力。

明年新興亞太經濟料增6.6%
就股市折讓幅度來看，以中國內地、台灣、澳洲的市盈率折讓

幅度均超過三成，至於今年最獲外資青睞的印度，也有小幅度的
折讓。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明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
期為3.8%的同時，新興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預測則達6.6%，為
區內企業提供市盈率擴張的誘因。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德盛東方入息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不
少於80%的總資產投資於亞太地區的證券管理組合，基金也可
按環境投資不多於50%的總資產為上限於債務證券，以實現長

期資本增值的投資策略目標。
該 基 金 在 2011、 2012 和 2013 年 表 現 分 別
為-10.93%、12.96%及21.93%。基金平均市盈率、近三
年的標準差與貝他值為13.17倍、13.72%及0.91倍。

資產地區分布為 43.76% 日本、17.7% 香港、
11.86% 韓國、5.47% 新西蘭、5.36% 台灣、4.42%
中國內地、4.1% 馬來西亞、3.52% 其他地區、
1.92% 泰國及1.9% 澳大利亞。

資產行業比重為27.07% 工業、20.78% 金融業、18.59% 資訊
科技、15.17% 非必需消費品、5.47% 公用事業、4.94% 電訊服
務、3.18% 原材料、3.02% 健康護理及1.78% 必需消費品。
資產百分比為99.7% 股票及0.3%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產比

重股票為5.08% Mainfreight、4.1% 山葉發動機及3.42% Mitsui
Engineering & Shipbuilding。
此外，據彭博社的資料，MSCI明晟亞太指數近十年的第四

季，只有2007、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錄得下跌，上漲概率高達8
成，平均漲幅則為6.36%；以第四季為傳統節慶旺季，節日銷售
帶動亞太企業的外銷行情，讓相關亞太股票基金兼具企業盈利題
材及估值綜合評估的投資誘因。

市場擔心全球經濟放

緩，會拖累亞太區經濟

增長，觸發MSCI明晟

亞太指數上周五下跌

1.6%，為連續五周下

跌。然而，投資者倘若

憧憬亞太區經濟增

長動力持續，國基

會亦預期明年新興

亞太區經濟增長

6.6%，相關基金

近期的調整，

是中長線收

集機會。

■梁亨

亞洲太平洋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德盛東方入息基金 AT -4.18% -8.63%
銘基亞洲股息基金 A USD -4.43% 0.45%
摩根亞一組合基金 -4.50% -3.98%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A -4.52% 0.33%
景順太平洋基金 C -5.73% -1.55%
貝萊德太平洋股票基金A2 -5.72% -3.00%
摩根太平洋證券（美元）（累計） 3.74% 9.90%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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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07:30

08:30

20:30

21:55

日本

澳洲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路透短觀調查日本10月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10

8月房屋融資。預測+0.1%。前值+0.3%

8月投資性房屋融資。前值+6.8%

9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01萬。前值95.6萬

9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03萬。前值100.3萬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1%。前值0.0%

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0%。前值+2.1%

央行核心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2%。前值+0.5%

央行核心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1%。前值+2.1%

路透/密西根大學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84.3。前值84.6

路透/密西根大學10月現況指數。預測98.0。前值98.9

路透/密西根大學10月預期指數。預測74.4。前值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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