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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市
場上大數據(Big Data)的應用愈來愈普
及，和記電訊(0215)旗下和記環球電訊
昨推出名為HGC Retail Cloud 零售業
雲端方案，包括雲端視像監察、雲端
客戶分析及雲端數碼廣告，月費最低
約560港元(下同)，合約期為24個月。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營運總裁陳婉真表
示，不便透露雲端服務之研發成本，
但指去年資本開支續為13億元，目前
已經提供教育及零售業之雲端服務專
案。

望助零售商提升競爭力
陳婉真期望有助零售商提升靈活性及

競爭力。計劃暫時主要針對零售商及食
肆等連鎖式店舖，減少用戶的資訊科技
投資，以及提高營運效率。她透露，部
分技術是使用本地初創公司的技術。陳
婉真又透露，現時亦正為其他行業發展
相關的服務，包括金融、物流、物業管
理等等，同時亦與不少大型連鎖店及大
商場商洽。
被問及手機服務月費會否再加價時，

她指，加價與否要視乎市場承受力而
定。
另外，電訊盈科(0008)旗下的企業方案

已加入 BMC Software 旗下的 Solutions
Provider Partner Program，於港澳及內
地提供BMC Software。雙方會在多個重
要技術範疇合作，包括數據中心自動化
及雲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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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前減持 信証稱決策正常

肖鋼：擬取消內企上市盈利要求

銀監鼓勵發行綠色金融債

人民幣收跌至逾半月低位
香港文匯報訊 受瑞士法郎脫鈎歐元事件影響，美元
兌人民幣在岸價(CNY)昨收於6.2203的逾半個月低位，
較上日的6.2066跌137點子或0.22%。
昨天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低開42點子，報6.1230，

盤中曾跌至6.2249，較中間價最大波幅達到-1.66%。銀
行外匯交易員稱，人民幣中間價因美元指數強勢而低
開，而離岸人民幣(CNH)與在岸價出現較大差距則引發
套利盤在境內購匯境外結匯；另外，瑞士央行突棄瑞郎

兌歐元匯率上限造成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但長期而
言，後者的影響有限。昨日下午16:41，離岸人民幣即
期報6.2275。
路透引述交通銀行資管高級分析師陳鵠飛表示，可能是

海外市場預期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不及7.5%的目標，因
而包括人民幣匯率、銅、鐵礦石等與中國概念有關的投資
品短期存在賣壓，不過這種短期的超調應該不會演變為趨
勢。國家統計局今日將發布2014年GDP數據。

根據最新融資數據，目前中信証券
尚有330億元的融資餘額，但其中

有200億元躺在跌停版上。此前融資持
有該股的投資者已經損失慘重。

兩日減持套現料逾110億
但相較虧損的投資客，公司股東卻提
前實現套利。上周五（16日）收市後，
證監會通報融資檢查情況，3家券商遭
罰被暫停兩融業務3個月，其中包含中
信証券。但據中信証券16日晚間公告，
發現其第一大股東中國中信，早在1月
13日起便開始大幅減持中信証券，從1
月13日至1月14日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
集中競價交易系統共減持股份合計
348,131,745股，據粗略計算套現金額超
過110億元。
此舉引來市場的質疑。有金融律師認
為，雖然證監會在上周五例會上公佈處
罰，但亦不排除之前已經做出處罰意
見，因此各券商或許早已獲得消息。
但也有分析指中信並未涉嫌內幕交

易，華泰證券表示要樂觀看待中信事
件，從中國中信僅持有中信証券20.3%
股份，且增發後將進一步攤薄表現來判
斷，中信套利是有其戰略安排。

券商：套利屬戰略安排
還有券商內部人士表示，作為央企的

中信証券大控股方，其動作已經明示了
逐步套現的步伐，此次減持僅是藍籌股
減持多米諾骨牌第一效應，接下來估計
會出現許多藍籌股大股東減持步伐。
面對市場的質詢，中信証券昨在上交

所發布公告，稱本次減持中信証券股份
的行為係中信有限正常的經營決策行
為，關於中信証券融資融券業務受到處
罰的情況，中信証券股東中國中信是在
1月16日收市後從公開渠道知悉的，事
先並不知情。
另外，彭博通訊指，中信証券昨天稍

早在電郵新聞稿中指出，公司的業務和
營運，包括擬在香港私募新增發行不超
過15億股H股的計劃，都沒有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中證監出手規範券商兩

融，券商股昨日普遍大跌。不過，昨日開盤封死跌停的中信証券

(600030)，其大股東早在上周消息出台前便開始大幅減持3%股

份，套現11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精準的表現引發市場多方

關注，引發市場內幕交易的質疑。不過，公司昨晚於上交所發公告

回應稱，減持股份係正常經營決策行為。

金活與國藥資本「結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金活醫
藥(1110)昨在北京與國藥資本管理公司簽訂戰略合作
協議，雙方將結合各自資源，在產品分銷、併購發
展及電子商務等多個範疇緊密合作。金活醫藥董事
局主席趙利生表示，在此前非處方藥領域的基礎
上，與國藥資本的合作將同時考慮處方藥和大健康
類別。
根據協議，金活醫藥將通過國藥集團的分銷渠道(包
括藥房及醫院)銷售其代理的品牌及重點新產品。同
時，國藥資本將協助公司從國藥集團的多元化產品組
合中挑選合適的非處方藥品、保健產品及醫療器械，
並結合金活醫藥的營銷能力和國藥集團廣泛的分銷網
絡，發揮潛在的協同效應，為兩家公司帶來業務新增
長點。
另據金活醫藥執行董事林玉生透露，公司在香港和

內地已開始通過天貓、蘇寧易購、1號店等第三方平
台銷售所代理的藥品，未來將通過併購或收購的方式
進入電商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中證監
主席肖鋼昨在港出席亞洲金融論壇後表
示，中國證監會繼續支持內地企業走出
去，尤其是走至香港市場。他說，中證
監未來會繼續簡化上市審批程序，放寬
上市機制內容，便利企業到海外上市。
「比如過去企業有規模限制，現在沒有
了；過去企業有盈利的條件，現在也取
消了」，肖鋼還指出，「未來內地企業

在境內上市，也可以不要盈利，我們也
在改革中」。下一步企業上市的程序將
進一步精簡。
談及去年11月開通的「滬港通」，他

指有關機制推出有賴制度創新，認為國
家資本帳未完全開放下，兩地交易所在
這兩個月運作順暢，未來會就滬港通實
行情況，優化有關機制，例如增加操作
上的便利，以及引入跨境證券融資。兩

地投資者亦要先熟習市場運作，好像內
地設有漲跌停板機制，雙方仍需時了解
彼此市場。

看好亞洲財富管理增長潛力
亞洲財富管理需求大、增長潛力高，

肖鋼認為如果發展得好的話，可以成為
區內經濟的新增長點。又指過往歐美在
財富管理市場處於壟斷地位，2013年歐

美佔全球財富管理規模達89%，亞洲只
有1.8%，反映亞洲在財富管理上，質素
有需要提高。目前亞洲區儲蓄率較歐美
高，但理財投資方面理念卻較低，直接
融資市場的深度及廣度不足，但亞洲在
金融海嘯後，區內對財富管理需求逐漸
加大，區內也有相當技術及條件，而亞
洲區內還有不少金融中心，預計可以改
善財富管理業務。

南車稱無隱瞞重大披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國南車(1766)

昨發表公告指，集團去年12月31日發布《中國南
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合併預
案》，並於當日復牌，集團指，目前上述重大資
產重組事項正在進行中，生產經營活動一切正
常，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而本月15日、16日及19日於上證所的收盤價
出現20%的異常波動，集團表示除已披露的事項
外，公司控股股東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應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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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就在A股遭受重創之際，銀監會一紙
文件又劍指股市，在其新頒布的辦法中，
禁止委託貸款從事股本權益等投資，嚴防
資金大批流入股市。
針對近期信貸資金管理亂象叢生，銀監

會正式發佈了對委託貸款進行整頓的《商
業銀行委託貸款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當中要求商業銀行受托發放的貸款應有明
確用途，資金用途應符合法律規定和信貸
政策，資金用途不得為從事債券、期貨、
金融衍生品、理財產品、股本權益等投
資。
據了解，信貸資金可以通過多方途徑流

入股市，其中同業業務和委託貸款就是兩
大渠道。近期隨着券商的兩融業務火爆，
許多證券公司利用融資融券資產向銀行抵
押融資，而銀行也將信貸資金做成傘形信
託投入股市。

去年佔社融資金15.2%
另從最新公布的社會融資數據來看，

2014年表外融資新增量大幅度上升，其中
委託貸款佔社融資金的15.2%。興業證券
認為，這部分數據的爆發式增長和券商兩
融業務相關，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銀行資
金大批進入A股市場。
經濟學家余豐慧認為，委託貸款目前已

偏離本源，成為銀行脫離監管渠道進行套
利的方式。儲戶存款、理財產品等都化為
委託貸款進到股市。各類金融風險正急劇
累積，一旦引爆後果將不可估量。

財經動態財經動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因鎖房風
波佳兆業深陷困境，繼多家金融機構上告法院要求查
封佳兆業資產後，最近，深圳證監局下發通知，要求
各家券商把「與佳兆業相關的產品」上報。據《理財
周報》昨日報道，除銀行、信託外，一些基金子公司
產品也捲入佳兆業融資業務當中。深圳監管層目前已
要求各家券商把「與佳兆業相關的產品」上報。
另外，彭博通訊昨報道，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

院1月9日和1月12日已經分別裁定，凍結佳兆業相
關公司銀行存款合計6.4億元人民幣或查封其等值財
產。

深證監局查券商涉佳兆業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銀監會、國家發改委兩部門昨
聯合下發《能效信貸指引》，鼓勵和指
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開展能效信貸業
務，積極探索以能效信貸為基礎資產的
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工作，推動發行綠
色金融債。
能效信貸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支

持用能單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能源消耗而提供的信貸融資，是綠色
信貸的重點領域。根據《指引》，能

效信貸重點服務領域為工業節能、建
築節能、交通運輸節能以及其他與節
能項目、服務、技術和設備有關的重
要領域。
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

的意見》預測，節能環保產業產值年均
增速在15%以上，到2015年末，總產值
將達到4.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國
民經濟新的支柱產業。發改委預測，
「十二五」期間節能減排重點工程總投
資達2.37萬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梁偉聰）19日晚，
珠海格力電器（SZ000651）發佈2014年度業績快報顯
示，公司2014年實現營業總收入1,400.05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16.63%；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
利潤為141.14億元，同比增長29.84%，達到歷史最高
水平。
中興通訊(0763)昨日發業績快報顯示，截至去年底止

年度，營業收入按年升7.99%至812.43億元，純利按
年升94.17%至26.36億元，每股收益0.77元。

格力電器去年賺141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金山軟件(3888) 昨
日公布，小米同意按每股14.93元，向騰訊(0700)收購
約 3,530 萬股金山軟件股份，佔其已發行股本約
2.98%，總代價約5.27億元；預期將於本月底前完
成。完成後，小米創始人雷軍的投票權將增加至約
29.9%。

小米購騰訊所持金山軟件2.9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以小兒良藥開奶茶
出名的衍生集團(6893)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事關麗雯昨
表示，現時港澳市場佔整體業務份額最大，未來計劃
深化內地市場，今年有意開拓北京、上海等主要城
市，另外更計劃進入華人較多的東南亞市場。

衍生集團擬拓京滬市場

■中信証券昨晚於上交所發公告表示，大股東減持股份屬正常經營決策行為。圖為山東
青島中信証券營業廳開戶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