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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羊羊之父」
結緣文匯報23年

■1992年4月26日文
匯報漫畫城周刊版面。

▲版面左下角為黃
偉明當年作品。

■1995年9月17日文
匯報漫畫城周刊版面。

▲版面左下角為黃偉
明當年作品。

叮噹是日本漫畫的代名詞，而說起內地的動畫，相信大家都會想起喜羊羊。自
2009年於本港啟播，《喜羊羊與灰太郎》俘虜了香港大小朋友的心。不過想不
到，原來「喜羊羊之父」—漫畫家黃偉明與香港早早結緣，敝報更是他漫畫事業
的滋養地。「我第一次投稿就是投向香港文匯報了，由1992年開始，在漫畫版畫
了7年。」

在本報漫畫版一畫7年
黃偉明昨日在港接受本報訪問時，更即席揮毫，畫了新春版灰太郎向闊別多年

的讀者拜個早年，恭祝文匯報讀者新一年喜氣洋洋。
現在黃大師筆下的角色眼睛圓亮，可愛趣致。記者就翻查了他20年前的作品，

發現畫風可是大大的不同，不過作品幽默的情節多年來都沒有變呢。
羊年將至，今年更是《喜羊羊》動畫播出十周年，青衣城將以「喜羊羊迎新

春」作主題，化身為羊村，並展出黃偉明多幅珍貴的《喜羊羊》手稿，喜歡《喜
羊羊》的大小朋友萬勿錯過。亦請大家留意本報稍後有關黃偉明十年來創作心路
的報道。 ■記者 曾敏儀

■黃偉明昨日即席揮毫，恭祝文匯報讀者新
一年喜氣洋洋。

中國智能擴內地火車站Wifi業務

68%亞太私募基金
對今年交易量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
倩）致同會計師事務所昨發佈
《全球私募股權投資報告》，該
調查顯示，亞太地區為基地的私
募股權基金對今年的交易活動最
為樂觀，報告訪問全球175 家私
募股權投資基金，當中有68%亞
太區公司預期未來12個月的交易
量將會增加，比上年度的46%為
多。與歐洲和北美洲相比，亞太
區的業內情緒轉變最大。
該行諮詢服務合夥人湯飈昨表

示，區內的樂觀情緒主要因於去
年內地宏觀經濟持續向好，加上
科技、媒體和通信(TMT) 、能源
及健康護理等多個行業增長顯
著，內地及香港兩地的私募股權市場表現強勁。然而，由於區內私
募股權交易的競爭越趨熾熱，買家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在競爭激烈
的環境下尋找價格合理的優質交易。

對資產採多買少賣策略
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環球公司預期市場將有更多退出活動，

較去年的64%為多。退出活動主要由高估值、日益改善的新股發行
(IPO)市場，和向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所帶動。與此同時，預期各大企業
由於看好環球經濟強勢復甦，因此會對資產採取多買少賣的策略。
此外，研究亦發現，大部分公司預期未來一年的平均投資回報和入

場倍數將保持正面，而次級市場交易將於私募股權基金之間越來越普
遍。湯飈表示，展望未來，競爭加劇和定價策略在來年將會是私募股
權基金的主要難題。內地與香港的市場也很可能要面對監管挑戰。
他認為，區內投資與各行業本身的機遇有增無減，加上受惠於亞

太區可動用收入上升及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將抵銷上述的潛在障
礙。私募股權交易將於東南亞的新興經濟體系中體現強勁增長。現
今環球投資者更願意投放更多資金，尤其在建築、基建和飲食等行
業，發掘區內經濟迅速增長的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國智能(0395)執行董事關志恒昨
表示，集團要建立一個智能網絡，現時集團已與內地14個鐵路局中
的3大鐵路局簽約，包括北京、廣州及蘭州局，已取得400個火車站
的Wifi服務權，春節前會有100個站投入Wifi服務，今年目標增加
至800個車站。
關志恒表示，現時擁有商場Wifi服務權40個，今年目標增加至

200個，主要有中國一線城市，集團會協助商場成為信息化。他續
指，早前入股中國電信(0728)旗下上海澤維，有助該公司發展Wifi
點，今年目標是10萬個，3年目標是50萬個。而集團與優科及阿里
雲合作的公有雲服務，正處於測試之中，將於4月1日推出。

財經快訊財經快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證監會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2015年度-16
年度的預算中將有4.1694億元赤字，證監會不會向立法會為下年
度的預算要求撥款。2015-16 年度的預算收入為13.254億元，較
2014-15 年度的預測收入增加2.2%；預算開支為 17.4234 億元，
增加14.4%，主要是人事費用增加16.5%、專業顧問及其他服務
的費用增加29.5%，以及規管及對外活動的支出增加。

證監料明年度赤字4.1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香港空運貨站昨日公布，2014
年第四季創下全年季度處貨量新紀錄，較去年同期上升4.9%，
達49.15萬公噸。第四季的出口及進口處貨量亦是全年之冠，出
口處貨量較2013年同期增加4.2%，達28.75萬公噸；進口處貨
量則為13.12萬公噸，上升7.7%。郵件及快遞處貨量輕微下降
2.2%至4.16萬公噸。轉口處貨量升幅雖只是2014年季度的第三
高，但仍有11.1%增長，達3.13萬公噸。
空運貨站又公布，2014年的總處貨量上升8.7%，達181.47萬

公噸，出口處貨量攀升6.7%，達103.59萬公噸，進口處貨量增
長10.3%達49.83萬公噸，轉口處貨量上升28.6%至13.08萬公
噸，而郵件及快遞處貨量則增長3.1%至14.97萬公噸。

空運貨站去年處貨增8.7%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消息指，融創中國(1918)準備接手打救陷入
財困的佳兆業(1638)，融創已派出一個團隊到深圳，就收購佳兆業
部分股權或資產，與深圳市政府進行磋商，並進行盡職審查工作。
綜合來自彭博通訊和騰訊財經的消息，融創與深圳市官方的會
面中，試圖說服後者允許其收購佳兆業的部分股權。

傳融創擬收購佳兆業

ETF資產5年後超5萬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羅兵咸永道昨預期，由現時至
2020 年，全球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資產將最少
倍增至5 萬億美元或以上。這顯著的增長主要來自
一批持續地將ETF 整合在投資組合中的新類型投
資者，以及不斷引進更多ETF 產品的基金保薦
人。 事實上，由全球專業金融投資者管理的資
產，將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在2020 年將達到
100 萬億美元。

羅兵咸永道：亞洲增長率最高
羅兵咸永道最新出版的研究報告《ETF 2020 —
運籌帷幄開創新局面》預期，當中ETF 所佔比重
將愈來愈高。羅兵咸永道訪問了全球 60 家ETF 保
薦人、基金經理及服務供應商，他們管理的ETF
資產總值，佔全球超過70%。 報告指出，ETF 的
資產流動將持續由歐美地區的成熟市場主導。但在
尚未成熟的ETF 市場，特別是亞洲區，增長率將
會最高，縱然現時亞洲市場只佔全球ETF 資產約
7%。受訪者亦預期亞洲區對ETF 的需求主要來自
保險公司、退休基金和對沖基金。

該行香港合夥人及亞洲ETF 業務主管徐玉紅表
示，亞洲市場的特點，是區內投資者眾多，經濟正
在處於增長階段，中產力量興起，金融服務業亦正
在急速演變。這些因素將對未來幾年ETF 市場的
增長帶來重大貢獻。隨着人民幣國際化，我們預見
資金流動將會進一步加快，促使亞洲成為全球最重
要的資產管理市場之一。
在亞洲，很多資產管理業者仍然視傳統指數

ETF 為主要增長的機會，其次是新型指數ETF，
這與美國業界普遍認為主動式管理ETF 的增長潛
力較高有異。以產品角度來說，韓國、日本及近
期的台灣市場也積極地引入更多創新產品，例如
槓桿式及反向式ETF。 報告亦指出，ETF 保薦人
對他們的經營前景充滿信心，當中59% 受訪者預
期他們在今年的ETF 業務盈利將會更高。隨着更
廣泛的投資者群以ETF 形式為新投資策略，ETF
前景將愈趨全球化及高端，因此，提升科技應
用、資源及營運流程對ETF 市場來說將會非常重
要。
受訪者普遍相信，未來幾年的監管環境，將對

ETF 的增長及創新帶來重大的影響。91%的受訪
者指市場監管及稅項是對ETF 市場增長影響最大
的因素。羅兵咸永道認為，監管當局在制定新規例
時，如能容許更多產品創新或降低分銷門檻，將大
大有利於ETF 市場的長遠發展。然而，若新規例
削弱ETF 的業務效率，則可能令其需求降低。羅
兵咸永道美國合夥人及全球ETF 業務主管Nigel
Brashaw 表示，監管環境的轉變將對熟悉本地市場
的經營者有利，並為他們創造更多機會。如何將
ETF 轉化成有效的投資方案，以迎合特定類型投
資者的需要，將是成功的關鍵。
與其他某些市場的投資中介人普遍按建議收費的

模式不同，在亞洲，理財顧問服務仍以佣金制為主
導， 因而傾向於使用互惠基金而非ETF；因此，
有效分銷是發展ETF 市場的最重大挑戰。佣金制
將鼓勵業界發掘更多創新和非傳統的分銷平台，如
韓國的「基金超級市場」（一站式投資平台）及中
國內地不同類型的網上分銷平台等。
徐玉紅表示，現時區內金融業的許多發展都對
ETF 市場有正面的影響，基金護照已是一例。如
東盟自2014 年8 月起，就允許零售基金（包括實
體ETF）透過基金護照直接分銷到馬來西亞、新加
坡及泰國市場。

內地投資者乏理財部署
嘉信調查：網上投資使用率偏低 資產主要投放現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嘉信理財去年年中訪問714名

內地投資者的儲蓄及投資態度，集團昨公布調查結果時指，發

現內地投資者用網上投資的使用率偏低，而且大部分內地投資

者把資產投放於現金，反映他們對於理財缺乏全面部署。

調查結果顯示，內地投資者較少
使用網上投資，而網上理財中

以銀行服務最受存戶歡迎，佔受訪者
77%，而使用網上投資的受訪者佔比
僅37%，使用流動裝置以處理有關銀
行及投資事宜的受訪者佔比更低至
16%。

15%擬增使用流動銀行服務
嘉信理財國際服務及特別業務拓展
部執行副總裁Lisa Kidd Hunt認為，
當需要作出投資決定時，大部分受訪
者現時使用報章、電視等傳統資訊途
徑，多於微博和微信、網誌和論壇等
電子途徑。不過，她指出，使用流動
銀行和投資的人士有上升趨勢，15%
受訪者計劃於未來12個月增加使用流
動銀行和投資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89%的受訪者會把

資產投放於現金或現金等價物，而四
分之三的受訪者則持有一些股票或債
券。而受訪者亦會把約 45%的資金投
放於現金或現金等價物，20%持有個
別股票，9%投放在互惠基金，7%於
個別債券及5%於交易所買賣基金。
Lisa Kidd Hunt表示，受訪者中有

一大部分的投資者積極投資，但他們
卻認為自己不喜歡冒險，可見他們對
於理財缺乏全面部署，將大量資金投
放在現金儲蓄，以及將其餘資產用作
短線交易，因此認為有必要加強教
育，以提高內地投資者的財務知識水
平。她又指，偏重現金投資的資產配
置組合，如出現通脹或金融機構出現
問題時，資產價值會有風險。

認知風險與實際風險現分歧
調查又發現，內地投資者對認知的

風險與實際風險出現分歧，很多受訪
者自稱正在進行長線投資，而事實上
卻積極地參與投機性買賣。而有75%
受訪者表示個人可投資資產買賣中，
少於30%的買賣是為了獲取短期利

潤，但有41%的投資者每年最少進行
36次股票交易。
受訪者中只有12%有聘用理財顧問

處理投資事宜，但有82%受訪者認為
自己是經驗尚淺的投資者。

■嘉信理財香港董事總經理孫晨(左)和嘉信理財國際服務及特別業務拓展部執
行副總裁Lisa Kidd Hunt。 黃萃華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香港投資者關
係協會昨日宣布舉辦首屆投資者關係大獎，以
表揚香港於投資者關係具備優秀表現的上市公
司及相關專才。大獎將於今日開始接受公開提
名，於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均可接受提名。
獲提名人士及公司將進入網上投票，本地及國
際買方及賣方分析員、基金經理將獲邀參與網
上投票，選出各獎項的得獎者。
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創會主席陳綺華昨表

示， 舉辦首屆投資者關係大獎，冀為提高香港
對投資者關係專業的關注，並促進投資者關係
行業的專業水平。
各獎項組別中取得（加權）最高票數的獲提

名者將贏得獎項，並再由評審團甄選出整體最
佳投資者關係大獎的得獎者。該評審團經嚴謹
挑選，由來自學術、專業機構及各界別的專才
(包括投資界、合規、財務報告)代表組成，以確
保評選過程公平公正。

投資者關係大獎接受提名
■香港投資者關
係協會創會主席
陳綺華(左)昨表
示， 辦首屆投
資者關係大獎，
冀為提高香港對
投資者關係專業
的關注。

陳楚倩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阿里巴巴主辦
的「第一屆香港傑出網商大賽」宣佈即日起接受
中小企報名。阿里巴巴B2B台灣暨香港業務總經
理傅紀清表示，活動旨在促進電商間互相分享及
交流，探索香港電商新模式。他續指，雖然近年
來內地在發展電子商務上較迅速，但對實體貿易
的理解有欠缺；而港企有豐富的外貿經驗，可利
用崛起的電子商貿平台為企業開拓市場。
傅紀清說，目前香港電商企業以轉型的居

多。香港企業在向電子商務轉型時也面臨困
難，過往太多成功經驗反而成為轉型阻力，而
且上一代香港企業家與下一代之間存在數位落
差，接觸網絡速度較慢，認為年輕一代更有機
會做出改變。
大賽從1月26日至下月13日接受全香港中小
企業報名，於2月25日公布入圍網商名單，之
後入圍者接受評委評分及公眾投票，而綜合分
數最高5名網商將入圍於4月17日決賽。 ■阿里巴巴B2B台灣暨香港業務總經理傅紀清。

阿里阿里：：港企利用電商助拓市場港企利用電商助拓市場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夏其
才及合夥人湯飈。 陳楚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