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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解禁市值 420 億 多家券商看好後市

近年端午節後滬市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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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至 26 日）起，兩市共有 29 家
公司共計 19.67 億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
解禁市值約 420 億元（人民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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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上周大跌後，多家券商分析指，
節後報復性反彈概率較高，大部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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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仍然堅定地認為牛市不會戛然而
止。不過歷年端午節後大盤數據不容樂
觀，統計顯示近 4 年來跌多漲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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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西南證券統計，本周解禁股數迎來一波小高峰，其中滬市
億股，深市 7.19 億股，共計 19.67 億股，佔未解禁限售 A 股的

0.37%。若以節前最後一個交易日收盤價計算，滬市 9 家公司解禁
182.87億元，深市 20家公司解禁244.13億元。

26 日佔全周解禁市值 52%
從具體日期看，6月26日將是解禁最集中的一天，有5家公司限售股
在當日解禁，總市值為 222.86 億元，佔全周解禁市值的 52.19%。其
中，滬市周解禁市值最大公司的隧道股份和深市周解禁市值最大公司
的飛天誠信都會在26日釋放大量解禁資金。
目前市場仍堅信牛市未完，多家券商研報看多節後走勢。大部分業
界人士樂觀表示，重挫之後必有報復性反彈。
上海大智慧執行總裁洪榕認為，上周暴跌未必是壞事，因為之後很
可能出現報復性大漲。本輪牛市的資金面有一定預期，上輪6,124點後

的大熊市料不會來到。

資金解凍激發市場搶反彈
大同證券劉雲峰亦指，歷史上歷次跌幅超過 8%的，其後絕大多數會
出現報復性反彈，有些甚至還會反彈一段時間。其次，隨着資金解
凍，會激發市場搶反彈操作的做多人氣。就連提出「地球頂」說法的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也預測，節後可能會出現弱反彈，不過他
依然主張暴跌是回歸並非調整，因此不應將弱反彈和反轉劃等號。
雖然券商們的主觀判斷都是一致看多，不過從客觀的統計數據來
看，歷年端午節節後大盤走勢跌多漲少，非常符合端午粽子的綠色基
調。
按照數據寶統計顯示，近 4 年端午節後 A 股走勢，發現節後 1 日大盤
上漲的概率只有 1 年，其餘 3 年都是下跌，而從節後 3 日大盤漲幅來
看，依然跌多漲少。

創維數碼有信心彩電銷售達標
率較低，未來若有機會，不排除通過併購來拓
展海外市場。集團亦將建立海外銷售平台，提
高中高端產品的海外銷售比重，截至今年 3 月
31日，其海外市場銷售額同比增幅為27.5%。

有信心與小米及樂視競爭

■楊東文(中)指，集團計劃提高彩電銷售單價，
進一步增加市場份額。
實習記者湯澤洋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創維數
碼（0751）行政總裁楊東文昨日於記者會上
表示，內地彩電市場成熟，預計今後總銷售
量增長空間有限，但有信心業績維持增長，
達成今年 1,500 萬台的銷售目標。
他說，企業每年現金流入正增長，資產負債

對於樂視、小米等推出智能電視，他坦言
競爭初期壓力很大，但集團現已在供應鏈、
研發及配送物流方面展現優勢。他稱，公司
已推出「酷開」品牌與小米及樂視進行競
爭，旗下智能電視僅在網上銷售，去年總銷
量 55 萬台，雖然較樂視的銷量為少，但已高
於小米的銷量，今年目標為 100 萬台。被問
到會否有意收購樂視或小米，他稱對方的估
值太高。
創維數碼早前與騰訊(0700)及中國互聯網電
視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楊東文稱，創維電視目

深圳銀行收緊房貸抑房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自「3．30」房產新政後，今年
4月至5月深圳房價大幅飆升，有的區域如龍華兩月大漲三四成，為了抑制
快速上漲的房價，繼深圳市收緊政策後，深圳各大銀行也紛紛收緊房貸。

7 家銀行利率上調
據悉，深圳有 10 家以上銀行首套房貸款政策發生變化，其中 7 家利率
上調，分別是渤海銀行、交行、招行、中行、建行、郵儲銀行及民生銀
行，其中民生銀行首套房利率由 9.5 折提高至基準上浮 5%，漲幅最大。
僅興業銀行一家將利率由 9.5 折下調至 9.2 折，總體來看，深圳首套房貸
款利率呈現明顯的收緊態勢。

前有 760 萬激活用戶，每天近 1 萬註冊，未來
與騰訊的合作將以視頻及遊戲方面為主，惟合
作剛開始，未能預計今年分成收益。去年因分
拆上市獲得特別紅利，企業的派息比率上升至
39%，未來計劃恢復為32%至33%。

派息比率將維持於 32%至 33%
楊東文又表示，公司一直以來派息比率均維
持於 32%-33%，去年度派息比率升至 39%，
主要由於分拆上市所獲得的特別紅利，未來將
會維持於32%-33%。
創維彩電事業部總裁劉棠枝指，近幾年來美
元匯率一直變動，對公司的海外銷售造成一定
影響，而去年度匯率變動較大的為俄羅斯，但
公司已就相關情況作防範措施，而最近東南亞
地區的匯率已經穩定下來，今年度會將匯率風
險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

紫金礦業擬購澳洲金礦商

香港文匯報訊 紫金礦業(2899)昨天向澳洲金礦企業 Phoenix Gold
發起競購；這是紫金礦業在不到一個月內第三次拋出海外資產收購
計劃。在開價 4,700萬澳元(3,655萬美元)收購Phoenix之前，紫金礦
業已持有其17.9%的權益。該公司5月份公布了兩宗規模超過7億美
元的收購交易，一宗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另一宗在剛果。今年5月，
該公司宣布發行新股融資100億元人民幣用於收購交易。
路透社消息指，紫金礦業向 Phoenix 提出的競購條件是，後者取
消對 Evolution 配股 6,190 萬股的計劃。Evolution Mining 上月向
Barrick Gold支付5.5億美元收購一處澳大利亞礦產，從而成為在澳
洲證交所上市的澳洲第二大金礦企業。

馬雲：：網上假貨低至 萬分之

A股今復市料報復性反彈

86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近
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目前阿里巴巴不僅可以追蹤到
賣方，還能追蹤到假貨製造方，同時與公安、工商、質監
部門形成了聯盟，共同打假，加之 7 天隨時退貨機制，售
假情況正得到非常好的控制。目前現線上下的假貨比例是
10萬分之6或7，而網上的假貨比例已經低至86萬分之1。
馬雲日前參加了享有俄羅斯「達沃斯論壇」之稱的聖彼
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並在莫斯科接受新華社專訪。對於消
費者關注的假貨問題，他稱阿里巴巴對網上售假零容忍，
多項措施打假效果顯著，但要把假貨徹底打掉尚需時間。
由於網上交易量很大，例如淘寶今年的交易量將接近甚至
超過沃爾瑪，因此雖然假貨從比例來講很低，但絕對數量
不少。
馬雲強調，2010 年以來，阿里巴巴打假力度堪稱全世界
最強。現在阿里巴巴共有2,000多名員工全職負責打假，另
有 2,700 名員工志願參與打假。「我們今天擁有的打假手
段，利用數據技術的手段，追蹤技術的手段，可能是當今
世界最強大的。」但阿里巴巴只有 15 年歷史，員工平均年
齡 28 歲，可以說阿里巴巴正在做一件前人從未做過的事
情，出現各種問題都是正常的，公司會積極認真地對待和
處理。

電商「一帶一路」結合商機巨
談及「一帶一路」時，馬雲表示，這幾年跨境電商發展
速度非常快，海關、檢疫檢驗、工商等部門都給予了大量
支持，但此前並沒有形成國家層面的戰略，近期國務院出
台的《關於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的指導意
見》，對「一帶一路」建設將發揮重要作用。他認為，網
際網路與「一帶一路」的結合，或將帶來巨大發展機遇，
因為未來商業會以電子商務為主要貿易方式，會讓全球貿
易更加透明、更加開放、更加公平。

淘寶賣貨至俄國冀縮至 7 天

在論壇期間，馬雲還與俄聯邦郵政進行了非常具體的討
論。兩年前，從中國淘寶上賣一件東西到俄羅斯物流需要
60 天到 70 天，現在已經縮短到 20 天。馬雲表示，雙方共
同希望在未來一年內將這一時間縮短到 7 天以內。他稱，
俄羅斯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巨大市場，應該有長遠的發展思
考。現在俄
經濟遇到挑
戰，外國企
業的到來將
為其經濟注
入活力，此
時進入俄羅
斯市場會大
受歡迎。阿
里巴巴準備
加大對俄人
才、技術投
入。
■馬雲表示，阿里巴巴對網上售假零
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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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擬2年後分拆金錢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嘉年華國際(0996)在本月初收購內地自助餐連鎖
餐飲品牌「金錢豹」，行政總裁梁永昌昨於傳媒午宴時表示，有信心一年內將該
品牌業務轉虧為盈，並在2年至3年內擴大業務至全國及海外。

有信心金錢豹一年內轉賺
金錢豹被收購前業績一般，梁永昌指，有意投放 2 億元人民幣將金錢豹業務重
整，從品牌形象、現金流及盈利三方面發展，加入體驗式餐飲元素，並擴大城市
覆蓋，有望在 2017 年將分店數目由現時 27 間，到 2017 年增加到 40 至 45 間；2018
年增加至 60 間。他表示，2017 年後有意將該業務分拆上市，上市地點可能是內地
或香港。
梁永昌表示，集團在青島的海上嘉年華將於 7 月份分階段開業，項目於 6 月初試
業當日，錄得超過 9,000 人次入場，估計正式開業後首年入園人數可以有 800 萬至
900萬人次。
公司昨宣布發展兒童娛樂教育及移動主題樂園業務。旗下附屬公司 Bravo Year
與 Kids Edutainment 就成立合資公司「好開始」，公司佔 70%股權，以發展兒童
娛樂教育業務。計劃在 5 年內於內地高消費力城市開設 100 間自營中心，及 400 間
特許經營中心。好開始將引入多個國際品牌，推出兒童教育娛樂項目。

每年 6 至 9 市開辦移動樂園
移動主題樂園業務方面，公司旗下
附屬公司駿才與歐洲之星成立合資公
司「環球星際嘉年華」，公司將持有
80%之股權。公司計劃未來 2 年至 3 年
由歐洲購入 3 套樂園設備，投資額約
3,000萬美元，每年在6至9個城市展開
移動主題樂園，考慮地點包括北京、
上海、廣州及深圳等。
首個項目將會於今年12月至明年3月
在香港舉行，與東華三院合作舉辦東華
慈善嘉年華，預計入場人數可達 150 萬 ■嘉年華國際行政總裁梁永昌(中)表示，
人次，為東華三院籌得4,000萬至5,000 有信心一年內讓金錢豹業務轉虧為盈。
萬元善款。
記者吳婉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