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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推在岸人幣股票基金安莉芳或適時刪減店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內衣股安莉芳（1388）首季

整體銷售按年增長一成，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均雄昨於
股東會後表示，第二季銷售亦有穩步增長，惟他無透露具
體數字。
集團首季零售點數目較去年12月底淨減少30個，被問及

未來會否繼續關店，李氏表示，公司策略是在適當時候，
刪減表現一般的舖頭。除了部分特別針對二、三線城市的
品牌，公司會因應零售點的銷售業績、所在城市等因素，
考慮是否關舖。
截至2015年3月底，安莉芳總零售點為2287個，其中銷
售專櫃及專門店數目分別為2,097個及190個。

大昌行辦葡萄牙美食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大昌行(1828)與葡萄牙及
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日前於旗下食品專門店舉行「葡萄牙美
食展」，出席開幕禮的葡萄牙國家食品和農業食品研究部部
長Nuno Vieira e Brito表示，是次合作目的在於推廣葡萄牙
的美食，讓港人進一步了解，其後希望可以打入中國市場。
Nuno Vieira e Brito提到，一直以來葡萄牙食品較少為中
國人認識，而他亦不了解中國人的口味，希望透過是次活
動，可以進一步互相了解。他指出，葡萄牙食品除了十分
注重食品安全外，其性價比亦十分高，市民可以付出少量
的金錢就可享受到高質素的美食。他期望是次活動可讓港
人認識葡萄牙食品外，更可令他了解到中國人的口味。他
指，現時葡萄牙向中國出口的食品不到1%，但希望未來一
至兩年內，可以將佔比翻一番，達2%。

工銀租賃簽30億美元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工商銀行(1398)昨日公布，其全資子公

司—工銀租賃與巴西國家石油公司近日就海工裝備資產租
賃簽署總額30億美元合作框架協議。工銀租賃同時還將為
巴西蔚藍航空公司引進8架飛機提供融資，並深化雙方在
飛機租賃領域合作。
該行稱，此次其與巴西多家企業簽署了合作協議，涉及
金融、基建、資源、能源、航空等多領域合作，支持中國
企業「走出去」。工行表示，該行還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簽署金融合作備忘錄，意向推動中國裝備出口及對淡水河
谷提供一攬子金融服務等。

■大昌行董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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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林家駿介紹，該基金設有人民幣、美元和港
元類別，最低認購金額分別為 1萬元人民

幣，1,000美元和1萬港元，由即日起至6月5日，
可透過中銀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和集友銀行認
購。該基金將從深綜指逾1,700隻成分股中，根據
其估值、成長性等標準，挑選出 80至 120 隻股
票，以平分權重的方式配置投資，其後將會進行
季度覆檢。

選股主要集中中小板和創業板
林家駿又透露，在選股比例上，將會主要集中於

中小板和創業板，尤其是涉及互聯網、高科技工業

和消費行業概念的股票。由於內地經濟處於轉型
期，故中長線看好新經濟行業而非傳統行業。另
外，人民幣長期仍會升值，因此買該基金的美元和
港元類別，相信還可享受升值的潛力。
談及「深港通」時，林家駿稱，以「滬港通」的
先例評估，預計首批可買的股票約為300至400隻。

他不擔心該基金的表現會因此受到影響，因為投資
者可透過該基金，投資於「深港通」尚未開始買賣
的股票。中銀香港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兼分銷業務
主管雷裕武表示，在「深港通」開通後，該基金亦
會考慮透過該渠道買股，但主要仍會以RQFII來投
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中銀香

港（2388）旗下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昨日宣

布，推出「中銀香港全天候在岸人民幣股

票基金」，透過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RQFII），主要投資於 A 股以達致資

本增值。據中銀香港資產管理股票投資副

主管林家駿介紹，這是本港市場首隻全部

投資於深圳A股的主動式基金，規模約為

8,000萬美元，長線回報率目標是跑贏深

綜指。

中旅研續出售非核心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香

港中旅(0308)執行董事及總經理許慕
韓昨在股東會後表示，「一周一
行」對公司整體業務沒有大影響，
只是旗下主要接待內地客的九龍區
酒店首季入住率下跌，收入按年下
跌10%。另外，原定今年的資本開
支為30億元，但估計有機會稍為超
出預算。
公司繼續研究將非核心及非盈利

的資產出售，如珠海海泉灣項目，
收益將用作投資發展城市旅遊目的
地、自然人文景區目的地及優閒度
假區目的地；貴州黃果樹項目正處
於洽談狀態，公司有計劃購買該項
目20至40年的經營權，以提升其管
理手法及投資擴大產業；公司亦計

劃在山東發展梁山主題公園，並會
繼續物色收購國內旅遊項目。
許慕韓表示，公司未來會努力將

內部回報率(IRR)達到最少12%，而
且會繼續出售非核心業務。母公司
在燕郊、成都及青島都有資產，不
排除有注資機會，而由於內地酒店
業供過於求，暫時不會大規模發
展，另亦計劃發展海外項目，如收
購海外酒店品牌。
另外，有傳公司旗下的聚豪高爾

夫球會因涉嫌佔用水源保護地被勒
令關閉，許慕韓指，集團是依法建
立和經營，相信政府會適當處理，
澄清球會仍然繼續經營，沒有關
閉，正與政府溝通，但未有解決時
間表。

交行購巴西BBM銀行80%股權
香港文匯報訊 中資金融機構海外併

購日漸增多，交通銀行(3328)也達成了
首單境外併購。在中國—巴西工商峰會
期間，交通銀行就收購巴西BBM銀行
的控股權與BBM銀行控股股東簽署協
議，首期交易對價約為5.25億巴西雷亞
爾，以最新匯率測算，約10.7億元人民
幣。這是交行首單海外併購，也是交行
在拉美進行布局的第一步。

後續可能收購剩餘股權
交行新聞稿顯示，交行首期將收購

BBM銀行 80%（剔除庫存股）的股
權，對價將基於BBM銀行交割時的凈
資產。以2014年末的凈資產計算，首期
交易對價約為5.25億巴西雷亞爾。首期
股權交割後交行將與現有股東共同經營

BBM銀行，後續可能繼續收購剩餘股
權。交易完成尚需中巴兩國監管機構的
批准。
根據2015年一季報，交通銀行資產總

額為6.6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境外總
資產超過1,250億美元，在內地設有營
業網點2,900個，境外經營網點達56
個。
今年以來，交通銀行澳洲布里斯班分

行和盧森堡子行相繼開業。
BBM銀行成立於1858年，是巴西歷

史最悠久的銀行之一，主要開展公司信
貸、私人銀行和金融市場三類業務。總
部位於巴西裡約熱內盧，在聖保羅和薩
爾瓦多設有分支機構。BBM銀行2014
年底的總資產約31億雷亞爾，凈資產超
過5億雷亞爾。

■中銀香港推在岸人民幣股票基金。 涂若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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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易新湖南
報道）據悉，2015年湖南（香港）投資貿易
洽談周（簡稱「港洽周」）將於5月31日至
6月3日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區同時舉行。

簽約項目投資總額有望翻番
此次「港洽周」設有3場重大活動、7場專

題活動及15場招商引資對接活動，包括長株
潭自主創新科技項目推介、智能製造合作
等。湖南省商務廳副廳長羅雙峰表示，「目
前我省已開發招商項目556個，項目投資總
額10,896億元人民幣，無論是簽約項目數量
還是投資總額，與上屆相比都有望實現翻
番。」
據了解，香港企業來湘投資開始於1984
年，是來湘投資最早的國家和地區之一。今
年1至4月，香港來湘投資依然保持良好的勢
頭。湖南全省新批港資企業75家，佔全省總
數的48.0%；實際到位外資22.06億美元，佔
全省總額的58.8%，均超過了歷史平均值。

香港仍為湘企境外融資首選
此外，香港也是湖南企業最重要的投資

地之一，是通向其他地區的橋樑，是湖南
企業境外融資的首選地。截至 2015 年 3
月，湖南省在香港共設立208家境外企業，
合同投資額40.24億美元，中方投資額39.28
億美元。涉及國際貿易、投融資、軟件、
信息、生物醫藥等諸多行業。

合肥是科技部批准的國家火炬計劃公共安
全信息技術產業基地。2014年，合肥市

信息技術公共安全產業預計實現總產值270億
元，比上年增長18%。該市公共安全產業主
要集聚於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目前，
合肥高新區公共安全產業領域企業數和產值
分別佔到全市的90%和80%以上。

擁人才技術產業化優勢
經過多年的培育與發展，合肥公共安全產
業已在人才、技術和產業化方面形成了特殊
優勢。在人才方面，匯聚了以吳曼青、潘建
偉為代表的7名兩院院士，全市公共安全產業
從業人員已近3萬人，並成立了3家國家級工
程技術研究中心和8個國家級博士後工作站。
在產業方面，合肥擁有中電三十八所等200餘

家公共安全企業，四創電子、皖通科技等5家
上市公司。去年年底，由中電38所牽頭，合
肥市公共安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正式成
立。該聯盟旨在打造成為全國性的公共安全
產業產、學、研服務和合作平台。

城域量子通信網已建成
量子通信技術在信息安全領域具有重大應

用和產業化價值。合肥安徽量子通信技術有
限公司承建的國際上首個規模化城域量子通
信網絡「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試驗示範網」，
已建設成功並全網運行。目前，國家發改委
已批准建設總長為2,000餘公里的量子通信
「京滬幹線」，工程總投資5.6億元，貫穿中
東部32座城市，建成後將成為國際首個廣域
光纖量子保密通信骨幹線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臣合肥報道）全球對公共安全領域的各項技術、產品

和系統解決方案的需求十分巨大，國內市場規模超萬億元。目前，安徽省合肥市

正在着手進行「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工作，其中將公共安全產業列為該市重點加

快發展產業之一，力爭到2017年集群實現產值500億元(人民幣，下同)，到2020

年實現產值1,000億元。

■圖為合肥高新區公共安全產業企業四創電子生產的航管雷達。
本報安徽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上海報道）上海松江區
將與清華科技園合作，打造國內首個「互聯網+科技
園」。清華科技園建設運營方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臨港集團和松江區政府於日前舉行簽約儀式，共同
投資運營啟迪漕河涇科技園。
根據合作協議，合作方將共同出資成立啟迪漕河涇

科技園投資、開發、運營公司，依托啟迪控股最新發
布的全國首個「互聯網+科技園」運營體系，共同推進
啟迪漕河涇科技園的開發建設。該科技園將依托啟迪
控股積累20多年的經驗和資源，利用互聯網、大數據
技術，實現科技園區之間、園區與企業之間、企業與
各種資源之間的互通互聯、協同發展，從而將啟迪漕
河涇科技園打造成「互聯網+科技園」的「樣板間」，
成為長三角地區一個龍頭性的創新基地。

冀成創新孵化器
據悉，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參股紫光股份、中文

在線等上市及非上市企業200多家，管理總資產逾500億
元人民幣，並管理目前世界上單體最大的大學科技
園——清華科技園。臨港集團則是上海國資委旗下最大
的產業園區開發企業。目前，啟迪漕河涇科技園首個項
目已啟動。園區將發展創新孵化器、公共服務平台等功
能，同時發起設立創業投資基金。

滬建首個互聯網+科技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第23
屆中國（深圳）國際禮品展日前在深圳舉行，
吸引了3,600多家企業參加，香港企業抱團拓展
內銷。在展會上，由香港工業總會組織的香港
Q嘜品牌館中，德國寶、建樂士、雅蘭、榮華
和李錦記等20個香港品牌一起組團設展位，吸
引內地經銷商和消費者。禮品展面積達11.5萬
平方米，包括工藝品、家居裝飾、電子產品、
箱包皮具等上萬種產品。
香港工業總會理事丁煒章告訴記者，港企此
次抱團展示品牌，意在吸引經銷商和消費者目
光，提高港企品牌影響力，他們除了展會外，
還通過電商和微信等拓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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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家港企在深圳設香港品牌館，吸引了大量
的經銷商和消費者。 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湖南報
道）在剛剛開幕的意大利米蘭世博會
上，外形如同金色麥浪的第二大外國
館——中國館驚艷亮相。記者獲悉，民
族品牌中聯重科為中國館在海外的首次
自建保駕護航，除了參與中國館的混凝
土建築施工，中聯重科機械設備還提供
起重吊裝及應急救援等全方位服務。

世博會中唯一中國品牌起重機
中國館的建造對施工設備要求非常苛

刻。據悉，中聯重科ZTC350起重機是米
蘭世博會中唯一的中國品牌起重機，在
參建過程中連續作業5個月、每天工作10小時以
上，以穩定、精準、無故障的優秀表現，展現中
國製造的力量，受到施工方的大力稱讚。
隨着國際化步伐的加快，中聯重科的身影日益
活躍。中聯重科2010年為上海世博會提供城市環
衛機械，如今以環衛機械為主的環境產業已成為
公司五大業務板塊之一。中聯重科方面表示，此
次米蘭世博會涉及食品、農業的主題與其農機裝

備的發展方向高度契合，中聯重科將以米蘭世博
會為契機，全力研發更多高水平農機產品，用責
任締造世界糧食安全。

農機板塊落地半年獲多項突破
據悉，中聯重科農機板塊落地半年以來，在技術
創新、產品變革、服務轉型上實現突破，為解決農
業機械化短板作出突出貢獻。在第117屆廣交會
上，其農機裝備產品收穫不少海外市場大單。

中聯重科參建米蘭世博會中國館
■■中聯重科起重機中聯重科起重機
助建米蘭世博中國助建米蘭世博中國
館館。。本報湖南傳真本報湖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