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昌全年多賺1.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飛達帽業
(1100)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鈴昨於股東
會後表示，未來10年看好孟加拉生產線，
年底目標生產量增至每月220萬件；工人
數量增加500至800人；內地廠房繼續維持
研發及採購項目，工人數目將維持在1,000
至1,500人。
她表示，孟加拉廠房今年表現理想，受

惠一帶一路概念，兩國交通運輸將有更佳連
接，使內地廠商在孟加拉發展獲優勢，預計
集團業績明年可再創高峰。

營運成本低惟供電不穩
雖然孟加拉的營運成本較內地低，但孟

加拉的電力長期供應不穩，廠房一天內會停
電約20次，對機械損耗相當大。集團正與
當地政府溝通，計劃為集團「拉電」，以維
持穩定的電力供應。顏寶鈴指現時孟加拉廠
房的電費比內地廠房貴2.5倍，若成功「拉
電」，可以減少電費支出。
對於很多港商希望「走出去」，嘗試將

生產廠房設在國外，但由於認識不足及手續

繁複，往往會放棄念頭。顏寶鈴希望港府可
以與珠三角地區政府合作，為港商提供各項
資訊，甚至協助公司處理註冊問題，令企業
可以縮短資料搜集和籌辦手續的時間。
顏寶鈴表示，集團在孟加拉設廠位置

佳，力讚孟加拉工人勤奮，更笑指孟加拉應
該找她當代言人，推廣在當地投資。至於被
問到會否讓兒子接手其生意，她指自己非常
開明，讓兒子自行選擇。大兒子現時與朋友
自行合作組織網上生意，而小兒子則去年開
始協助飛達研究長遠發展路向。

飛達：孟加拉一日停電20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德昌電
機(0179)昨公布截至3月31日全年業績，
純利按年升1.44%至2.11億（美元，下
同）；每股基本盈利24.11仙；末期息34
港仙。
期內，營業額 21.36 億元，按年升
1.84%，撇除匯率變動影響，營業額上升
4%。汽車產品組別的營業額達14.58億
元，按年增長1.44%，若未計入匯率效應
令營業額減少4,350萬元的影響，汽車產
品組別的營業額上升4%至15.01億元。工
商用產品組別的營業額上升3%至6.79億

元，按年增長2.69%，未計匯率計算則上
升4%至6.84億元。
毛利6.32億元，按年增加2.18%；毛利
率輕微上升0.1個百分點至29.6%，主要
是受到疲弱原材料價格和上漲的工資所抵
銷的持續削減成本措施，以及在墨西哥和
塞爾維亞的新生產設施開業所致。

當地生產減匯兌損失
主席及行政總裁汪穗中在業績會上表

示，歐洲央行推行量化寬鬆，令歐元貶
值，但公司採用「當地生產，當地銷

售」的策略，計劃在全球設廠，成本及
銷售額以同一幣種計算，以避免匯率對
業務的影響，同時亦減少存貨量，縮短
物流時間。
公司會繼續擴張生產設施，分別在墨西

哥開設第二間廠房，以及在塞爾維尼亞、
印度、內地四川和北海增設新廠。他表
示，內地工資每年增長10%至20%，將逐
漸改為生產自動化，以減低資金成本。
被問到內地汽車整體銷售量放緩，汪穗

中認為只是短期受壓，將繼續看好內地汽
車市場。

■德昌電
機主席及
行政總裁
汪穗中
吳婉玲攝

■飛達帽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
理顏寶鈴表示，孟加拉廠房今
年表現理想。 吳婉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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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公告
（1996）惠中法執恢字第40-1-2號

關於申請執行人中國物資儲運武漢公司物資站申請執
行被執行人惠州市恆達綜合開發公司聯合開發房地產合
同糾紛一案【案號：（1996）惠中法執恢字第40-1號】，
本院依法查封了被執行人惠州市恆達綜合開發公司位
於惠州市鵝嶺南路7號房產當中的第六樓D、H單
元，第十二樓A、B、C、D單元，第十三樓E、F單元
【產權證號為粵房地證字第 0666 號，建築面積為
6026.31平方米】。現本院擬對上述房產進行處置，如
有相關權利人對上述查封房屋的處置有異議，請於
2015年6月15日前持相關證明資料到本院執行局提
出，逾期本院將依法對上述房屋進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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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68.8億按季增17.5% 微眾銀行已推產品
騰訊季績略勝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外
電引述消息指，內地考慮將中石化
(0386)及中石油 (0857)的原油及天
然氣管道輸送業務分拆，並併合成
獨立業務。彭博引述消息指，發改
委去年開始主導有關磋商，但並未
作出任何方案。中石油對傳聞不予
置評，中石化則未有回應。市場估
計，若按這框架落實分拆，資產估
計可達到300億美元(約2,340億港
元)。

料2040年管長超美國
中石油是內地最大的能源企業，

擁7.7萬公里長的油氣管道，中石
化擁有的管道逾3萬公里。雖然內
地油氣管道總長12萬公里，僅為美
國的五分之一，但按其擴張速度
計，有研究估計，在2040年內地管
道的長度將超越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滬港
通」加上港股大時代效應，內地跨境
投資需求急增。招商銀行（3968）旗
下永隆銀行，今年零售銀行非利息收
入貢獻佔比達到30%，較以往的20%
大幅增長。除了證券佣金收入，財富
管理、保險銷售收入亦有增長。

新開戶數按年上升10%
「滬港通」去年11月通車，永隆銀

行助理總經理及零售銀行部主管鍾少
權昨於傳媒午宴表示，單計去年第四
季，新開戶數佔到全年超過一半，其
中證券戶口開戶表現最突出。今年首
季該行新開戶數按年上升10%；前4個
月證券佣金收入按年增長100%。

佣金收入增反映股市火熱
該行去年12月將銅鑼灣渣甸街及波
斯富街兩間分行合併，並遷往告士打
道新銅鑼灣分行。鍾少權透露，新分
行今年至今之非利息收入，較以往兩
分行合併的相關收入按年上升60%，
當中近三成由內地客帶動。對比1至3
月，該分行4月至今的證券佣金收入增
加200%，反映股市火熱。
內地客現時大多通過赴港開戶，或於
內地銀行開設香港證券賬戶投資港股，
但每年最多只可兌換5萬美元等值外
匯。鍾少權透露，永隆與母公司招行有
跨境資金調撥方案，部分招行特選客戶

可以「內地存款、香港貸款」形式，投資港股。
惟他強調，類似客人目前並不多，且永隆會因應
客人個別情況審批貸款，若發現客人風險偏好較
高，或熱衷炒波動大的股票，有機會拒絕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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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騰訊首季業績報告，期內，收入按
年升21.7%至223.99億元，按季升

7%；若不包括電子商務交易業務，收入
按年及按季分別增長40%及8%。當中，
增值服務業務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29%
至186.26億元；網絡廣告業務收入大增
131%至27.24億元，主要受視頻廣告及
移動社交網絡效果廣告所推動。若與去
年第四季比較，增值服務業務及網絡廣
告業務收入分別增長9%及4%。

EBITDA按季增24.7%
騰訊首季經調整的EBITDA為105.06

億元，按年及按季分別增長 47.5%及
24.7% ； 經調整 EBITDA 比 率升至
47%，較去年同期升8個百分點，較去年

底亦升7個百分點。於3月底，QQ智能
終端月活躍賬戶按年增長23%至 6.03
億，整體最高同時在線賬戶增長14%至
2.28億。QQ空間智能終端月活躍賬戶
亦增長22%至5.68億。首季末，微信及
WeChat的合併月活躍賬戶達5.49億，較
去年同期增長39%。

傳馬化騰投資保險股
馬化騰早前多次減持騰訊，並有傳斥

資先後入股平保、太平、復星等保險
股，昨日出席股東會時即被問及有關問
題。據會後小股東引述，馬化騰對於未
來會否向騰訊注入保險業務，以及他個
人會否進一步減持騰訊時，馬化騰指，
有關事項屬個人投資，未有進一步透露

具體入股原因，但強調有關投資與公司
業務分離，不會注入騰訊。
另外，籌備多時的微眾銀行昨日於股

東會上亦有新進展，據小股東引述總裁
劉熾平表示，微眾銀行已於4月推出產
品試驗，惟規模仍小，目前專注發展I.T
系統及產品，籲股東給予耐性。又指未

來不會開設太多分行，會以銀行合作平
台方式營運，作為中介人，將中小企客
戶介紹予傳統銀行，後者提供資金，料
需一至兩年時間實現貢獻。而首席財務
官羅碩瀚表示，集團派息政策穩定，未
來會維持在10%至11%之間。
騰訊昨收156.8港元，跌0.1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騰訊(0700) 昨公布截至3月底止

首季業績，純利按年升6.6%，至68.83億元（人民幣，下同），按

季則升17.5%，每股基本盈利0.741元。按非通用會計準則計之純

利按年升36%，至70.5億元，按季升5%，略勝市場預期，市場對

騰訊首季非通用會計準則之純利預測介乎66.2億至75億元。主席

馬化騰昨在股東會上被問到會否再次減持騰訊以及向騰訊注入其手

上保險公司持股時，他回應指，有關事項屬個人投資，未有進一步

透露具體原因。

信用卡競爭激烈，銀行為吸納新
客頻出奇招。永隆銀行最近就出了
部MAX實時航拍飛行器，作為新信
用卡的迎新禮物。該行助理總經理

及零售銀行部主管鍾少權賣花讚花香，自稱一早
以17萬信用卡積分換購了一部，即是說，少說也
用了十萬元簽賬數。

鍾少權加入永隆兩年多，除了定期向傳媒介紹
業務進展，推廣信用卡亦十分落力。永隆年初送
「古惑的篋」吸引年輕人，鍾少權就變身「篋
神」，一邊踩住滑板車行李篋一邊講解。

利用手機即可遙控
今次航拍飛行器有何特別？鍾少權介紹說，只

要有iPhone或Android手機就可操控，WiFi無線
連接下，飛行高度有30米。該飛機仔還會花式飛
行，配上LED閃燈，夜間飛行型爆。15厘米×15
厘米的機身看似十分迷你，鍾少權將其放在掌
心，剛好一手「掌」握。

美中不足是，航拍視頻解像度為680×480，對
比iPhone 6 PLUS的1920×1080，實際效果有待觀
察。 ■記者張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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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銀行最近就出了部MAX實時航拍飛行器，
作為新信用卡的迎新禮物。 張偉民攝

傳中石化中石油
分拆管道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蘇寧雲商董事長張近
東昨日在北京透露，蘇寧消費金融公司將在近期正式
開業，這將是內地首家民營企業作為主要出資人的消
費金融公司。

一系列特色產品會推出
張近東在中金論壇演講時表示，蘇寧消費金融公司

開業後，將依託蘇寧強大的渠道客戶資源，積極探索
互聯網金融新業態，全力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為普通
消費者提供更加快捷、便利、實惠的消費金融服務。

屆時會推出一系列特色產品，比如O2O融合的信用消
費產品「任性付」。
目前不少零售企業都從嶄新渠道開拓市場。如，蘇

寧已經形成了門店、PC、移動、家庭的全渠道布局。
張近東稱，到2015年底，蘇寧平台上將有超過2億用
戶；將有超6萬家合作夥伴經營1,500萬種以上商品；
將有大量基於物流、數據、金融的產品服務。
根據計劃，蘇寧今年還要在中國開設50家打通線上

線下渠道的「雲店」。目前，物流雲已吸引60家企業
入駐。

蘇寧消費金融公司將開業

■騰訊主席馬化騰早前多次減持騰訊，有傳斥資入股平保、太平、復星等保險股。
資料圖片

送航拍飛行器冧新客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