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
購仕是蘇寧國
際化O2O模式的創
新實踐，不僅有助推動蘇寧
跨境電商的發展，更彰顯了蘇寧O2O模式推出的
成效。就在1個月前，樂購仕與蘇寧紅孩子攜手，
包下了日本王子的一條生產線，全年將有400集裝
箱的樂可愛（LaCUTE）紙尿褲直供蘇寧，除了在
日本樂購仕門店銷售外，還在蘇寧線上線下獨家
銷售。

樂購仕業績勁升
樂購仕2014年的銷售增長超過50%，利潤增幅
更達138%，這些收益幾乎全部來自實體門店。分
析指出，按照目前樂購仕的擴張規模和市場前
景，未來仍將保持較高的業績增速。
此前，業界有不少聲音一直在質疑張近東6年前
大手筆收購樂購仕是否值得。6年來，蘇寧積極推
進樂購仕向免稅零售轉型，將免稅店從6家擴張至
24家，布下全日本最大規模的免稅店網絡。目前
樂購仕在日本免稅行業銷售額穩居第一，樂購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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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寧6年
前收購時亦翻

了30倍。

掌握消費者喜好
張近東日前親赴考察的樂購仕新宿店是6月6日

剛剛開業的第24家免稅零售店。去日本樂購仕免
稅店購物的消費者，有70%來自中國，這不僅讓
日本製造在中國消費者心目中形成了良好的口
碑，更重要的是樂購仕了解中國消費者，掌握他
們喜歡的日本商品類型。比如，曾經網上熱炒的
馬桶蓋和電飯煲均位列其中。此外，手錶及化妝
品等亦排在中國消費者最喜歡商品的前幾位。
毫無疑問，在時下熱得發燙的跨境電商領域，

樂購仕與蘇寧的協同效應已變得更加明顯。與其
他電商着急擴充海外購物渠道不同，蘇寧在一開
始就佔據優勢，且優勢正在迅速擴大。
在1990年創立的蘇寧擁有員工18萬人，連鎖網
絡遍及中國內地、香港和日本的300多個城市，海
內外銷售規模逾2,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品
牌價值1,167.81億元，躋身最具價值互聯網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軼瑋軼瑋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蘇寧雲商蘇寧雲商（（簡稱蘇寧簡稱蘇寧））
董事長張近東日前親赴蘇寧在日本的東京大區董事長張近東日前親赴蘇寧在日本的東京大區，，視察蘇寧旗下樂視察蘇寧旗下樂
購仕購仕（（LaoxLaox））的發展的發展，，並進一步考察和推動蘇寧跨境電商的發並進一步考察和推動蘇寧跨境電商的發

展展。。他表示他表示，，未來未來33年將投資年將投資400400億日圓億日圓（（約約2525億港元億港元），），在日本境內爭取開設在日本境內爭取開設5050家門家門
店店，，以凸顯出蘇寧在互聯網零售時代以凸顯出蘇寧在互聯網零售時代，，線下門店的全新優勢線下門店的全新優勢。。

蘇蘇

寧寧2255億億拓拓日日市市場場

■■張近東張近東（（右右））在日本在日本
考察樂購仕門店考察樂購仕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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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核夥SARENS拓全球業務

橫琴降註冊門檻吸港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國家有意將與

澳門一水之隔的橫琴島，塑造成第二個港澳後
花園。橫琴片區管委會主任牛敬昨率團來港舉
行投資推介會，對於港珠澳大橋今年難以通
車，他表示不擔心會影響粵港澳合作。目前進
駐橫琴的9,787間企業中，僅157間為港企，牛
敬指留意到港企入駐速度偏慢，將通過降低港
澳企業註冊門檻等措施，吸引港企進駐。
總面積28平方公里的廣東自貿試驗區橫琴片

區，主要產業為旅遊休閒健康、商務金融服
務、文化科教和高新技術，4月掛牌後，掀起
企業入駐熱潮。橫琴新區工商局局長吳創偉表
示，去年月均新增有225間企業，今年首5個
月已新增2,063間，超過去年全年總數。預計6
月可再增逾1,000間。

推「港人港稅」待遇
為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橫琴早前推

出118項新措施，包括降低港澳企業准入門
檻，促進港澳人才在橫琴自由流動及促進通關
便利等。當局取消或放寬對港澳投資者的資質
要求和經營範圍，並引進工業設計、研發外
包、知識產權交易、檢測認證等專業服務。
橫琴片區管委會副主任王瑞森舉例，港企在

橫琴所得稅率與香港看齊，享受「港人港稅」
待遇；港人可通過跨境按揭貸款，在橫琴買
樓，在香港按揭；入駐港企可走綠色通道，登
記註冊流程或較香港更便捷。

今年力吸跨境電商
對於國務院上周推出文件促進跨境電商發

展，王瑞森指跨境電商是橫琴今年主推產業，
未來或因應電商企業進出口貿易的數額，提供
相應補貼。除了與葡語及西語系國家合作，下
一步會與大型跨境電商公司合作，力爭年底做
到日均5萬件以上包裹下單量。
牛敬表示，橫琴與南沙、前海的錯位發展發

揮協同效應，預計港珠澳大橋建成後，橫琴將
成為內地唯一聯通港澳的自貿試驗區，為香港
與橫琴帶來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 深圳報道）在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比利時國王菲利普共同見
證下，中國廣核集團總經理張善明與SARENS
集團首席執行官Wim Sarens在北京簽署了戰略
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核能、可再生能源以及核
電站退役等業務領域開展合作。

合研核電站建造技術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中廣核與SARENS集團

將合作開展核電站設計、核電站建造技術研
發，以及大型設備和工具研發等項目，聯合開
發陸上或海上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水力發
電等清潔能源，並一同開展核電站退役項目的
開發和退役技術的研發。中廣核與SARENS集
團聯手，有助於雙方在全球，尤其是「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拓展業務。

第三期產業投資基金成立
另外，由中廣核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發起，總規模達5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第
三期產業投資基金日前正式成立，該基金將主
要投向風電、水電、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
第三期基金投資目標為，構建一個多元

化、能為投資人提供相對低風險、可預測、穩
定回報的可持續發展行業非上市實物資產股權
投資的投資組合，目標資產包括中國內地的風
力發電場、中小型水電站、太陽能發電場等清
潔能源，70%至90%投資將側重於風力發電，
10%至30%用於水力發電，其他分類伺機佈
局。

■牛敬指，將通過降低港澳企業註冊門檻等措
施，吸引港企進駐。 莫雪芝 攝

馮 強金匯 動向 希債紓困 亞高收益債有景

英鎊漲勢 1.60關止步
雖然全球股市和其他市場對希臘的樂觀情緒升溫，但
匯市仍存在謹慎氣氛，因協議能否達成仍不確定，且歐
元區經濟和其他地區相比較為遜色。
歐元區財長對希臘提出新的改革建議表示謹慎歡迎，

將其視為未來幾日談判的基礎，期望能夠達成協議避免
希臘違約。希臘需在月底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償還款項。然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和IMF總裁拉加德都
表示，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交易商預計，未來幾天還會
有更多波折，債權人將評估希臘政府提出的計劃，而後
將在周三和周四分別召開歐元區財長會議和國家領導人
會議。歐元的下滑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元的回升，
美元受到樂觀房屋數據以及美債收益率跳漲的提振。美
國5月成屋銷售急升至五年半高位，受助於首次購買者
入市，幫助重燃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可能最早9
月加息的預期。

避險資金獲利下試1.55
技術圖表分析，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自超買區回

落，同時匯價亦見跌破上升趨向線，短期應見歐元再陷
弱勢，上方阻力估計在10天平均線1.13，關鍵料為
1.1450至1.15區域。至於下方支持則會矚目於1.10關口
及5月底守穩的1.08水平，需慎防若此支撐失守，將見
歐元技術上展開新一輪下跌，初步目標可看至上升趨向
線1.0620水平。

英鎊貿易加權指數周一由七年高位下滑，一些投資者
將資金投向歐元，因對希臘達成債務協議抱存希望。英
鎊是今年稍早投資者避險的貨幣之一，當時投資者規避
不斷走弱的歐元或大部分歐元區國債收益率不斷下跌。
英鎊兌美元下滑至1.5806美元，上周四曾觸及七個月
高位1.5930美元。
圖表走勢分析，英鎊兌美元在本月初於50天平均

線獲見支撐，並於過去兩周持續反彈。預計當前下方
支持在10天平均線1.5705及1.55水平，至於50天平
均線目前位於1.5400將續為關鍵，需慎防跌破此區，

將見英鎊兌美元扭轉近期強勢。另一方面，目前上方
阻力預估在1.59及 1.60關口，下一級預估在1.62水
平。

歐元上周四受制1.1435美元阻力後走
勢偏軟，本周二跌幅稍為擴大，失守
1.13 美元水平，並且一度向下逼近
1.1210美元。雖然希臘最新提交給債權
人的改革計劃以換取債務救助，獲得歐元
區官員的正面反應，不過談判仍然持續，
市場還未能確定談判是否會迅速達成協
議，再加上歐元經過上周的顯著反彈，還
未能向上衝破4個多月來位於1.1420至
1.1470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引致歐元
本周早段連日遇到回吐壓力。
另一方面，本周二公布的6月份歐元區
綜合PMI指數攀升至 54.1 的 4年來高
點，同時德國6月份綜合PMI指數亦上
升至54的兩個月高點，反映歐元區經濟
有好轉傾向之際，歐元匯價反而在數據
公布之後反覆下跌至1.1210美元水平，
不利歐元短期表現。此外，本周一公布
的美國 5月份成屋銷售按月大幅上升
5.1%，更是 5年半以來的最大增長幅
度，美國第2季經濟有望改善，若果美
國本周二公布的5月份耐用品訂單數據
好於預期，美元兌各主要貨幣有機會進

一步偏強，增加歐元下行壓力。歐元兌英鎊交
叉匯價本周初受制0.7210水平後，周二迅速下
跌至0.7110約 4周低位，跌幅有擴大傾向，不
利歐元表現。預料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1100美
元水平。

美元偏強 金價續走低
周一紐約8月期金收報1,184.10美元，較上日
下跌17.8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顯著受制1,200
美元水平後迅速下跌，一度反覆走低至1,182美
元，回吐上周四所有反彈幅度，本周二走勢依然偏
弱，大部分時間窄幅活動於1,182至1,188美元之
間。市場對希臘債務談判結果稍為樂觀，投資者避
險情緒降溫，全球股市攀升，不利金價走勢，再加
上美元周二走勢偏強，對金價造成下行壓力，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7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11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7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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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鄭易芸表示，觀察2006年以來
亞洲高收益公司債每月回報率，過去1至5月為正回報，雖然6月
有聯儲局議息導致美債收益率揚升預期及希臘債務疑慮干擾，然
表現仍為小漲，再觀察過去9年的7月表現，正回報表現高達
78%。參照過去經驗，高收益債在美國加息前一季表現較為震
盪，但往往也是逢低買入的好時機，即使在加息後的一年內，債
券利率仍持續走低，資本利得大幅上揚。

歐日央行放水 高收益債吃香
鄭易芸表示，亞洲高收益債違約率低，在亞洲通脹回
落下有助央行採行寬鬆政策，政治穩定度較高吸金魅力
猶在。此外，在歐、日央行有望持續擴大寬鬆填補美國

缺口的背景下，仍有利於高收益債與新興市場債
等高收益率商品的發展。另一方面，觀察亞債發
行狀況，債券發行緩和，市場消化狀況良好，中
國政府放寬房地產商可到境內發債，預期下半
年境外債的供應將相對減少，增加舊券高息
債的可貴性。
易芸分析，在國際油價低迷與中國寬鬆帶領

下，亞洲國家開啟降息風潮，高收益價格逐步自

低點回升。目前亞洲高收益債評價仍低，且較之歐美利率水平，
亞洲高收益債仍吸引。

歐經濟回升 小型股潛力佳
此外，希臘政府趕在歐元國家高峰會前夕提出新方案，對退休

金改革作出讓步；不確定因素暫時紓解，歐股大漲回應。加上其
他利多因素，宏利投信投資策略部副總鄭安佑指出，今年歐股後
市持續看好。
鄭安佑指出，近期歐洲相關總體經濟領先指標持續維持在景氣

擴張，多項歐元區的領先指標，如PMI、德國的IFO或ZEW指數
持續呈現經濟基本面溫和復甦的走向，加上低油價提振內需消費
成長與信心，預料今年歐元區的GDP增長率將可上看1.6%至
1.7%，加上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持續寬鬆，市場資金相當充沛。他
指出，去年落後的景氣循環股今年以來已開始表態，與景氣高連
動的小型股後續潛力不容小覷。
預料在總體經濟持續改善，加上在低油價與低匯率環境下，
鄭安佑認為，歐股企業盈利將重拾動能，今明兩年企業每股盈
利年增率將上看二位數的增長，然而市場目前對於相關效益預
測仍相對保守，未來獲利極具上調潛力，大盤將可望上演走多
行情。

歐盟臨時峰會雖仍未達
成希臘新貸款救助協議，
但希臘新的改革提案在本
周高峰會達成協議的幾率
提高，加上美聯儲局上周
議息後發出加息步調以
緩慢為基底，整體貨幣
政策仍會相當寬鬆，有
利於亞洲高收益債市表
現，藉着其違約率在
新興市場中最低，
利率下調有空間等
優勢，將是資金最
佳去處。

■日盛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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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終值。預測+0.6%。前值+0.6%

瑞銀集團(UBS)瑞士5月消費指數。前值正1.25

6月IFO企業景氣判斷指數。預測108.1。前值108.5

6月IFO現況指數。預測114.1。前值114.3

6月IFO預期指數。預測102.5。前值103.0

5月薪資指數月率。前值+0.2%

5月薪資指數年率。前值+1.2%

5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平衡。前值25.9億盈餘

前周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378.5

前周再融資指數。前值1,354.9

第一季企業獲利修訂。前值-8.7%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終值。預測-0.2%。前值-0.7%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銷售。預測-0.6%。前值-1.1%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支出。前值+1.8%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隱性平減指數。預測-0.1%。前值-0.1%

第一季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預測+0.8%。前值+0.8%

第一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預測-2.0%。前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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