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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置變相40億購The ON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人民幣在國際間愈來愈備受關注，香港
證監會前主席兼中國證監國際委員會委員梁定邦昨出席「香港離岸人民幣
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時表示，「深港通」有望可於今年
10月前推出，而人民幣今年內亦應會成功納入特別提款權（SDR），未來

的挑戰是需穩定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

預計「深港通」10月前推
梁定邦指，「深港通」準備工作進度良好，預計10月1日前開通，他表

示，人民幣自由化在內地自貿區，如南沙自貿區等的開放程度，將會較內
地整體為高，相信屆時區內的人民幣交易及外幣兌換與香港相若，因此股
市互聯互通未來擴展第三板時，並不局限於滬深交易所，或會在自貿區內
建立，他補充指，擴展第三板時，相信廣東省的自貿區不會遜於其他省
份。
「滬港通」開通後，內地及本港股市的波動增大。被問到A股市場是否

出現泡沫，梁定邦認為，每一個市場都有波動，如股市升得太快，會有一
定的泡沫存在，他提醒投資者入市時要小心，避免太多資金投放於槓桿作
用。
他又指，銀監會及中證監已加強對孖展的監管，惟投資者可用多個渠道

投資孖展，而中證監早前表示，未來會加強監管兩融業務，梁定邦指，因
人手問題，難以在短期內加強監管，現時最重要是投資者自行管理風險承
受的水平。
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的另一焦點是人民幣能否納入特別提款權（SDR），

梁定邦稱，5月份人民幣於全球的貿易結算中佔2.07個百分點，僅次於日

圓佔2.73個百分點，於全球排行第五，他相信人民幣將會超越日圓，因此
他預料人民幣今年會成功納入SDR，但相信即使納入也只是原則上納入，
因納入後的後續工作需時約六個月。

維持對人幣信心有挑戰
他指，人民幣備受國際接納，是因國際間對人民幣有信心。面對內地經

濟出現放緩，他指今後重要的挑戰是維持國際間對人民幣的信心，穩定經
濟格局，未來要發展不同的服務業，如互聯網等，同時需要培訓不同職能
的工人。
人民幣國際化下，梁定邦表示，境外地區愈來愈多人民幣離岸中心，因

此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不斷受影響，但他認為，本港依然有先行者
的優勢，加上本港的人民幣存款是佔全球約三分之二，可見本港是資金來
源，有資金基礎及先行者的優勢下，他相信本港發展人民幣相關業務應較
其他國家好，惟本港面對的挑戰是要提升創新的能力，以鞏固本港作為國
際間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對於日前有消息指，內地六個城市會開放成為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

（QDII2）為試點城市，梁定邦認為消息屬實，又指內地城市開放QDII2
是必然趨勢，惟人民銀行及中證監會考慮試點城市控制額度的能力，相信
開放初期的規模不大，但很快會擴容。

梁定邦：料今年人幣將納SDR

香港文匯報訊 華人置業(0127)昨宣派每股2.6元特別中期股息，
大股東劉鑾雄持股約75%，將可獲37.2億元特別息，可用作對銷安
排支付其買入尖沙咀The ONE的代價，在扣除股息後，他實際上只
需支付約40億元。
去年12月華置宣布，劉鑾雄以77.81億元購回The ONE，並已預
告劉鑾雄可選擇以股息支付代價。集團預期，有關出售The ONE的
交易將於今年７月中完成，將不再為集團帶來租金收入。

漢能薄膜終止購母企資產
香港交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停牌中的漢能薄膜（0566）昨日公

布，已取消向控股股東漢能控股購買總值5.85億美元的裝備及技術
服務協議。稱經公平磋商後，於6月14日訂立協議，訂約方同意即
時終止及取消設備銷售及技術服務協議。公司認為終止有關協議對
現有業務無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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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
華峰昨出席一個論壇後表示，內地和香港的監管機構正緊
密合作落實「深港通」，由於近日有些二、三線股股價暴
升暴跌，這些股份會否加入「深港通」名單，可能出現調
整，所以時間上會稍有推遲，但整體而言雙方就「深港
通」的大原則已經有共識，相信很快就會宣布。他個人期
望第三季宣布，今年可正式實施。

「深港通」開通助提升成交額
張華峰昨出席本報與新城電台合辦的第四屆「香港離岸

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後認為，「深港通」開通後對股市
成交額有一定幫助，因為二、三線股份佔股市成交比例較
大，但成交量不會急速大幅上升。他相信在「深港通」宣
布後，「滬港通」也會進一步優化，預料將會提高交易額
度，甚至可能會取消交易額度，對港股的成交也會有好的
推動作用。
他又稱，人民幣流通量愈來愈大，通過國家的「一帶一

路」政策，人民幣已經初步完成國際化。如果「深港通」
和「滬港通」能加快人民幣產品的推動，將來還會有人民
幣期貨、人民幣利率對沖等工具，對香港金融市場有正面
幫助。
另外，他指，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相關基建企業需

要融資，中央政府希望這些企業以人民幣融資，可以吸引
它們在本港上市集資，對香港交易市場有好處。如果港股
未來每日成交達 5,000億元，將會吸引歐美企業來港上市集
資，本港金融市場可借此實現大躍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婉玲）
發改委及工信部
本月初公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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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帶來更多商
機。天能動力
（0819）副總裁
劉兆輝接受訪問時表示，公司對鋰電池業務充滿信心，期望年內銷
售額可較去年的1.8億元（人民幣，下同）漲3至4倍，同時對今年
上半年訂單量滿意。

有信心今年業績虧轉盈
公司去年虧損達2.93億元，劉兆輝解釋由於去年與同業競爭激
烈，所以採取低價策略以擴大公司電動自行車電池市佔率，現市佔
率已達到合理水平，策略將改為以盈利增長為目標。他有信心今年
公司業績將轉虧為盈，目前進度理想。
他表示，公司積極發展產業多元化，去年電動自行車電池收入佔

比逾6成，劉兆輝希望2020年各項業務佔比分別為，電動汽車電池
和鋰電池各佔10%至15%；再生鉛產品佔5%至10%；餘下佔比則由
電動自行車電池和電動三輪車電池平均分配。

鋰電池產能料達1.25吉瓦
劉兆輝看好鋰電池業務前景，預計今年鋰電池產能達1.25吉瓦 ，

若成功滿產則可為公司帶來15億至20億元銷售額。他希望今年該業
務產能利用率可佔4至5成，相信明年的比例會再作提高。現時公司
的鋰電池訂單供不應求，正研究擴大生產線，期望每年投放2億元在
鋰電池相關設備。
雖然內地電動自行車的銷售額增長漸趨平衡，但公司在4月將電動自

行車電池加價接近10%。劉兆輝解釋，經過行業整合，現時競爭對手減
至約200間，出現「雙寡頭」市場，公司正是其中一個龍頭，所以有定
價權。他仍密切留意市場情況，考慮在第三季決定會否再加價。
劉兆輝表示，暫時未有股權融資計劃，但有機會發債，今年資金

來源主要來自內部資金。

天能動力料年內銷售漲逾3倍

建行料全年盈利輕微波動
王洪章：不良貸款率或上升整體風險仍可控

阿里2個月內推付費影視平台TBO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阿里巴巴副總
裁兼數字娛樂事業群總裁劉春寧日前表示，將在
兩個月內推出名為「Tmall Box Office」（TBO）
的新收費影片串流服務，計劃將其打造成為中國
的Netflix。

冀打造成為中國Netflix
TBO將提供中外娛樂內容，並打算推出自家

製作內容。九成內容都需要付費才能收看，用
戶可選擇支付月費或逐個節目付費，只有一成
是免費內容。該平台播放的影視劇，部分由內
地及海外影視公司提供，部分將自製。劉春寧
表示，「未來兩個月，我們將上線TBO，也就
是天貓影視，我們將打造成中國的HBO和奈飛
（Netflix）。」
阿里巴巴的多媒體娛樂業務包括阿里影業

（1060）、家庭娛樂平台和阿里音樂等業務，亦包
括集影視投融資和粉絲經濟為一體的娛樂寶平
台。
成立僅一年的娛樂寶已募集了約5.6億元人民

幣資金，投向了約20個電影項目。劉春寧透露，
娛樂寶正在跟一些美國好萊塢電影公司洽談，尋
找投資機會。
阿里影業在4月時曾公布，阿里巴巴有意向上

市公司注入線上電影售票業務及一個為製作電影
和其他媒體內容投資融資的平台資產，而業內普
遍預期後者所指就是娛樂寶平台。

阿里雲看好港資訊科技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阿里巴巴

旗下阿里雲昨日公布在港為初創企業提供
雲計算服務器及本地化服務，以及技術培
訓支持。集團副總裁喻思成在會後表示，
阿里雲看好本港的電訊基礎設施，認為香
港是一個好的跳板幫助企業進入東南亞市
場，期望未來三年可以助本港的中小企及
創投公司發展海外業務。

擬擴設第二間數據中心
喻思成表示，看好本港資訊科技產業發

展，因很多世界各地跨國企業在港設總
部，加上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需求強
勁。他提到，現時阿里雲於本港的服務需

求大，在港開設的阿里雲數據中心已滿負
荷，正考慮擴展設立第二間數據中心，但
他指不會自資興建，會與服務商以租賃方
式展開服務，暫未透露投資額。公司亦計
劃於上海提供一個阿里雲數據中心，現時
內地共有10多個數據中心。
提到本地科技產業發展時，喻思成就

指，內地在資訊科技產業經濟發展一日千
里，本港在此方面則較落後。對於阿里雲
推出「創客＋」的初創企業比賽，他表
示，勝出的公司有機會獲得阿里巴巴投
資 ，相信參賽的公司大部分來自香港，相
信亦可以利用集團的網絡及人脈幫助這些
公司的發展。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兼阿里雲技術業務總經理喻思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兼阿里雲技術業務總經理喻思
成成（（中中））表示表示，，看好本港的電訊基礎設施看好本港的電訊基礎設施。。 梁偉聰梁偉聰 攝攝

海外網點年底增至30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建行（0939）董
事長王洪章昨日於記者會表示，該行正加速國際
化，配合客戶「走出去」，目前在海外共有22個
網點，預期年底將增至30間。今月底將在歐洲加
設5個網點，並考慮在東南亞、中亞、東歐及非
洲增設網點，以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政策。

港及盧森堡設海外審批中心
為達到業務國際化，未來工作重點是為大型

企業提供大額融資，將在香港及盧森堡建設海
外審批中心，以提升境外大額融資過程的速
度。
另外，王洪章續稱，該行正積極發展互聯網金

融及提升科技水平，正在北京、河北、武漢及成
都建開發及數據中心，每間投資約20億至30億
元人民幣，而手機及互聯網金融的投資增長亦遠
高於其他領域水平。
王洪章又透露，該行養老金業務子公司已定於

6月下旬掛牌，全國社保基金有望參股成第二大
股東。

養老金業務子公司下旬掛牌
建行去年12月獲准籌建養老金公司，這是目前

唯一一個銀行系養老金管理公司試點，王洪章
說，養老金管理公司對建行在轉型發展中意義至
關重要，建行已邀請養老金方面有經驗、資金實
力雄厚的全國社保基金會入股，但建行肯定是大
股東，具體持股比例還在協調，條件成熟時還會
吸收外資參與，利用國外養老金公司產品、技
術、產品等優勢。

內地政府推出多項穩定經濟措施及產業結構
調整，王洪章預料可在今年反映實效，支

持信貸市場穩健發展。而該行將充分作好準備應
對不良貸款，包括增加撥備水平，以及研究進行
資產證券化來處理部分不良資產。他強調，該行
現時不良貸款率水平約1.4%，遠低於國際大行不
良貸款約3%的平均水平。

稱已是混合所有制企業
對於市場憧憬內銀混合所有制改革，王洪章表
示實際上建行已是混合所有制企業，股東包括大
型國企、香港投資者，亦有淡馬錫等外資，只是
沒有民營企業參與，但亦歡迎。下一步要做的
是，按監管要求及國際形勢增加資本，包括透過
發行優先股或發債調整股本結構，今年將分批發
行800億元人民幣優先股。
另外，他指出交通銀行及中國銀行將落實混合

所有制改革為市場炒作，他未有收到兩家銀行混
改方案的消息。
建行等9間內銀行昨日發行首批大額存單，王

洪章相信推出大額存單是利率市場化其中一個措
施，雖預期對建行收益會造成影響，但幅度不明
顯，因大額存單的額度不大，同時亦會考慮將存
款投資於高收益產品。

料續有貨幣政策推出
有關貨幣政策方面，王洪章預期下半年人民銀

行將維持穩健貨幣政策基調不變，但考慮到內地
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以及信貸的結構調整及貸款
投放進度，相信有機會再有貨幣政策推出，但難

以判斷會否再減息。他指，減息會影響銀行與客
戶定價談判等方面。
對於中央匯金早前首次減持內銀股，包括建行A

股，王洪章認為有關舉動不代表銀行發展方向出問
題，亦不代表對方不看好建行，而是正常市場行
為。相信主要由於建行近期股價漲幅較快，匯金考
慮到財務收益及戰略安排而作出相應部署。
另外，早前建行原任行長張建國向董事會辭任

行長等職，新任行長王袓繼表示，張建國因屆退
休年齡而辭任，有關人事變動屬正常安排。他表
示要加快落實該行的轉型規劃，雖然現時內地經
濟面臨下行壓力，但建行不良狀況處於合理區
間，整體經營穩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內地經

濟出現下行壓力，對內銀盈利帶來挑

戰。建設銀行（0939）董事長王洪章昨於

記者會承認，近年盈利增長逐年下降，

今年首季只得1.8%增長，預料全年盈利

將有輕微波動，但不會出現斷崖式下

跌。而該行不良貸款率年內或會上升，

但整體風險仍然可控。另外新任行長王

祖繼昨首次見記者，指前任行長張建國

屆退休之齡辭任屬正常人事安排，並稱

上任後目標要落實轉型規劃。

■■建設銀行董事長王洪章建設銀行董事長王洪章（（中中））、、新任行長王祖繼新任行長王祖繼
（（右右））、、董事會秘書陳彩虹董事會秘書陳彩虹（（左左））。。 曾敏儀曾敏儀 攝攝

■■香港證監會前主席兼中國證監國香港證監會前主席兼中國證監國
際委員會委員梁定邦際委員會委員梁定邦。。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天能動力副總裁劉兆輝。 張偉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