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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軍：表現非常接近iPhone 6 Plus
小米劈價9%賣Note高配版

3香港推Whatsapp數據組合升級版

中石化否認傅成玉內部通報兩油企合併

IGG首季多賺2.2%不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IGG（8002）首席財

務官沈潔蕾昨在首季業績會上表示，集團轉主板計劃
現階段正程序進行中，暫未能提供時間表。首季毛利
率下跌4%，她解釋指主要是手機遊戲的收入佔比增加
而拖低毛利率，雖然數字有所減少，但外界應着眼公
司的收入增長。

資金充裕 望年內推30款遊戲
首席執行官蔡宗建表示，有望年內可推出30款遊

戲。公司以歐美市場為發展目標，未來將繼續在當地
推出遊戲，然後再推展到亞洲市場。公司資金充裕較
雄厚，計劃將透過收購增加研發能力。至於歐盟在年
初實施增值稅導致集團首季收入下跌，按季減少
11.4%。但隨着新遊戲的盈利入賬，可減輕該部分影
響。
IGG昨公布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3個月首季業
績，股東應佔溢利為 1394.9 萬美元，按年增加
2.21%，每股基本盈利1.02仙，不派息。

渣打下月初換行政總裁
香港文匯報訊 渣打集團(2888)昨公布，Bill Winters
於本月1日加入該集團，渣打昨確定他將於6月10日
獲委任加入董事會擔任集團行政總裁。
現任集團行政總裁Peter Sands自2002年成為董事會

成員，將於6月10日退任董事會。

出售兩信貸業務
另外，渣打香港昨日公布，已完成出售旗下消費者

信貸業務附屬機構安信信貸及深圳安信小額貸款，予
由香港中旅金融控股牽頭，以及Pepper Australia Pty
Limited 和 York Capital Management Global Advi-
sors，LLC組成的國際財團。不過渣打未有透露交易
作價，市場早前傳出交易額介乎6億至7億美元。

盈大地產暫無出售資產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電訊盈科(0008)旗下

香港電視娛樂早前獲政府正式批出免費電視牌照，該
公司主席李澤楷昨日於盈大地產（0432）股東會後表
示，開台的實際日期會再有公布，對公司既定的公布
開台日期有信心，期望可盡心盡力將新的元素帶給大
家。
至於盈大地產的發展前景，李澤楷指，集團會繼續

專注於房地產業務，繼去年出售北京資產後，暫時再
無出售資產之計劃。

凱基香港首4月業績抵去年全年
香港文匯報訊 凱基證券昨表示，受惠於滬港通刺
激港股成交量大增，凱基香港的經紀市佔持續上升，
今年凱基香港前四月業績已達去年全年水平。凱基證
券是台灣證券龍頭金控公司開發金控旗下公司。
據路透社昨日報道，凱基證券總經理丁紹曾昨在一

場投資者說明會後受訪時並指出，凱基香港為海外主
要獲利貢獻來源，以經紀業務收入為主，在當地券商
群組中居於領先，與新鴻基(已為光大證券收購)相當。
他指出，「東風來了，這些(利多)政策就會比較會發
酵。」展望海外布局，凱基證券發展固定收益業務及
衍生性商品業務仍將以香港為中心，他也指出，未來
將把OS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DSU(境內獲得指定
辦理外匯業務資格的金融機構)、點心債串起來作產品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近期市場盛傳中
石油（0857）和中石化（0386）將會合併的消息，
加上近期「三桶油」集體換帥，更令外界多番揣
測。不過，中石化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稱，澎湃發
布消息稱「傅成玉曾向內部傳達兩大油合併消
息」，針對此事，向傅成玉求證，他表示：「向內
部傳達兩大油企合併消息純屬子虛烏有」。
據澎湃新聞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石化雙雄的合併

消息並非空穴來風，因為本周剛剛退休的中石化前
董事長傅成玉，今年3月亦曾提及合併方案。
報道稱，在今年3月全國「兩會」結束之後，

時任董事長傅成玉在中石化總部向參與兩會的代

表委員證實，國家高層的確在就幾套國有石油企
業重組方案進行討論，其中之一便涉及中石油與
中石化的合併。由於石化雙雄在長期的相互滲透
中，重複建設嚴重，科研、工程都自成體系，因
此並不排除按領域進行橫向整合、合併同類項的
可能性。
不過，報道同時又引述中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油氣

資源管理局原局長查全衡指出，合併方案脫離實
際，原因是「這兩家已經夠大了，如果再合併，從
市場經濟的角度上沒有多大必要。而且拆了又合合
了又拆，要正常運作有個很漫長的過程，這對石油
業也是不利的」。

香港文匯報訊 長城汽車(2333)昨公布，今年首4個
月產量301,057輛，按年上升23.10%；銷量299,111
輛，按年上升21.08%。單計4月份，該月汽車產量
80,419輛，銷量則為78,258輛。
另外，中國動力(0476)昨日公布，旗下附屬公司重慶

中銅及重慶穗通已與重慶兩江及重慶智創（重慶兩江
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新能源客車合作計劃協議書。
根據新能源客車合作計劃協議書，重慶中銅將牽頭

協調項目所涉及之各方，並作為所製造之新能源車輛
之主要銷售及分銷渠道。

長城汽車首4月售車增21%

■長城汽車昨公布，今年首4個月銷量299,111輛，
按年上升21.08%。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和記電訊
（0215）營運總裁陳婉真昨日於記者會公布，3
香港再度與通訊程式開發商Whatsapp獨家合
作，於今日推出升級版「Whatsapp數據組合」
及「Whatsapp漫遊通行證」，收費分別為每月
18元及每日48元。另外，她稱澳門4G電訊牌
照於上周進行抽籤，相信6月會發出正式公
文，期望今年底3澳門4G覆蓋率能達50%。

每月18元Whatsapp任用
有關升級版Whatsapp數據服務，陳婉真稱，
用戶可任用有關應用程式，包括傳送訊息、相
片及影片，使用錄音功能，及最近推出的VoIP
話音通話功能。但兩個組合均不包括位置分
享、通知及語音轉文字功能。她補充，
「Whatsapp漫遊通行證」涵蓋151個地區，合

共200個網絡；目前使用whatsapp數據組合的
客戶有90%為中低端客戶。她又稱未來不排除
與更多其他程式開發商合作。

不排除將3G 4G客戶合併
另外，陳婉真表示，3香港早前推出的限速

4G計劃頗受市場歡迎，有助將客戶由3G升級
至4G，又指隨着更多客戶升級，未來不排除將
3G及4G客戶合併。被問到會否跟隨香港電訊
（6823）推出450Mbps高速4G計劃，她指要
視乎市場有否足夠可支援的4G手機配合。不過
3香港暫無意重推68元低端月費計劃，因佔用
資源太多。
去年本地電訊商多次加價，陳婉真預期今年上

客量穩步上揚，但暫無加價計劃，未來會根據對
手情況作出相應調整。

小米6日在北京召開小米Note高配
版品鑒會，為這款遲到了一個多

月的旗艦產品站台。雷軍稱，由於採用
了3D曲面玻璃，截至今年1月份，小
米Note的良品率只有24%。外界一直
評論小米Note 是飢餓營銷，這不正

確。不過，截至到4月中旬，小米Note
已經可以做到現貨供應。
對於小米Note高配版，雷軍稱其為

「安卓機皇」，各項表現已經非常接近
iPhone 6 Plus。
該機搭載8核驍龍810處理器、4G內
存、64G存儲空間、5.7寸2K屏、1300
萬後置攝像頭和3D曲面玻璃，支持中
國移動和中國聯通4G網絡；不僅是在
小米Note 普通版基礎上升級了處理
器、內存和存儲容量，而且對電池、拍
攝系統、HiFi音效系統進行了軟硬件的
升級優化，包括峰值對焦、自動水平拍
照、錄音優化等新功能。
「小米Note高配版的各種元器件成

本高昂」，雷軍透露，驍龍810的成本
大約500元人民幣；4G LPDDR4內存
大約300元人民幣；2K分辨率屏幕是

小米和夏普合作研發的成果，申請了
32項專利。「有友商今天估算說Note
高配版材料成本約2,860元，真實的成
本比這個數字只高不低」。

下調售價至2999人幣
也許是內地智能手機市場的廝殺日漸

慘烈，雖然一再強調成本高，雷軍當天
卻出人意料的宣布下調小米Note高配
版的售價，由此前公布的3,299元下調
到2,999元，將於5月12日在線上和小
米之家同時發售。
小米在今年1月推出小米4後，市場
佔有率進一步上升。根據國際市場調研
機構Strategy Analytics發布的最新中國
智能手機市場報告顯示， 2015年第一
季度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了
17%，總計達到1.1億部，其中小米手

機出貨量1,400萬部，佔據了12.8%的
市場份額，位居市場第一，蘋果
12.3%、華為10.2%位居二三位。

14%市場份額銷量居首
市場調研機構IHS Technology公布

的2015年第一季度中國智能手機銷量
報告，小米公司以1,420萬台銷量、
14%的市場份額，位居第一，華為
11%、蘋果11%位居二三位。
雷軍稱，經過五年，小米從一家初創
企業成長為國內市場出貨量最高的手機
企業。小米現在越來越成為一家大眾品
牌，這與小米的初衷產生了一些錯位。
小米希望繼續為發燒友做出一款「令人
尖叫」的產品，這是小米Note高配版
推出的原因。在高端旗艦手機中，小米
依然是性價比之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在失約了近一個月後，小米Note高配版6

日終於正式發布。該機搭載號稱「史上最

貴處理器」的驍龍810處理器，4GB內存

和 5.7 寸 2K 屏，售價由原來的 3,299 元

（人民幣，下同）下調到2,999元，減幅

9.09%。小米CEO雷軍充滿信心的稱，在

高端旗艦手機中小米依然是性價比之王。

雷軍當天還透露，小米一季度出貨量約

1,400萬部，成為內地智能手機市場老大。

香港文匯報訊 恒生銀行(0011)透過「恒
生雲南沼氣能源計劃」，支持再生能源發展
達8年。恒生銀行商業銀行業務總監林燕勝
早前更帶領香港、上海和昆明的恒生義工遠
赴昭通市大關縣吉利鎮，驗收於2014年竣
工的沼氣設施，了解當地村民使用新設施後
的生活狀況，並教育村民有關沼氣能源的知
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中國建築
（3311）昨日發出澄清公告指，近日留意到有關
「中國建築等12家中國企業入世界銀行黑名單」
的報道，公司澄清，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從未參與

過世界銀行有關的建築工程項目，也沒有介入上
述事件。
因此上述事件對於公司的業務沒有任何影響。中
國建築昨收報13.94元，跌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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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光伏（0686）昨公布，擬向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發行本金總額1億美元可換
股債券，集資作併購之用。可換股債券期限為三
年，年利率7%，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初步換股
價為每股1.3134港元。聯合光伏昨收升10.256%，
收報1.29港元。
聯合光伏稱，擬向華融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華
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發行本金總額1億美元之可換
股債券，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為在中國收購太陽能

電站提供融資。
華融國際控股主要從事投資業務，其母公司華融

是由財政部、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於2012年
共同設立的國有大型非銀行金融企業，也是中國四
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之一，2014年末總資產超過
6,000億元人民幣。
聯合光伏主要股東包括招商新能源、中利科技，
復星集團、中國東方資產以及美國約克資本亦是聯
合光伏的可換股債券持有人。

向華融發換股債 聯合光伏彈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記者從東莞松
山湖管委會獲悉，落地在松山湖的華為終端總部項目
將在2017年5月竣工。屆時，華為研發中心、中試中
心、華為大學等功能載體都將搬遷至松山湖。
華為終端總部項目總投資100億元（人民幣，下

同），項目位於東莞松山湖南區，佔地1,900畝，總建
築面積126.7萬平方米。該項目已於去年10月動工開
建，預計2017年5月全部竣工，建成後主要發展與手
機等所有終端關聯的研發、銷售和增值業務，包括終
端公司研發中心、高端培訓中心華為大學等。
此外，記者獲悉，華為公司有意將新能源板塊研發

業務遷入松山湖，主要包括通信電源、新能源、儲
能、智能管理等。華為終端總部年產值預計為800億
元。

華為研發中心遷至松山湖

■雷軍現場展示手機新功能。 記者馬琳 攝

◀小米 Note
高配版真機。
記者馬琳 攝

■3香港再度與通訊程式開發商Whatsapp獨家合作，於今日推
出升級版「Whatsapp 數據組合」及「Whatsapp 漫遊通行
證」，收費分別為每月18元及每日48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