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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
周三正式實施，不少本地基金當日已向中證監遞表申請
銷售。昨日本港證監會正式接受內地基金申請來港銷售
的資格，多個基金派員到證監會遞表搶頭啖湯。摩根資
產管理宣布，聯同集團於內地的合資公司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合作，兩公司已分別向中證監及證監會遞表，申請
基金互認資格。中行（3988）、景順、大成等集團亦於
昨日向證監會入紙申請銷售。

摩根上投摩根分別遞表
摩根資產管理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合作參與基金互認

計劃。摩根資產管理將擔當上投摩根在香港的代理人，
協助其南下來港銷售；上投摩根亦會擔任摩根資產管理
於內地的代理人，並已分別向證監會及中證監遞交基金
互認申請。

摩根資產管理亞太區基金業務總監范奕勤表示，其香
港單位信託基金涵蓋多個範疇，包括股票、債券和多元
資產，將為內地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提供多元選擇，同時
期望將上投摩根在內地的經驗及專長帶給客戶。

中行兩基金申南下銷售
中銀香港（2388）與中行繼周三合作向中證監申請本

港基金北上銷售，昨日中銀香港亦擔任中行在港的代理
人，向證監會申請中行旗下兩隻基金南下銷售的資格。
中銀基金管理董事兼執行總裁李道濱指出，兩隻南下的
基金已推出好一段時間，屬以股票為主的基金，主要針
對零售客戶，礙於有待審批，未能透露相關規模。他指
現時該行有逾10隻基金符合申請資格，未來會申請更
多基金來港，同時會針對市場需要推出不同產品，以滿
足本港需求，亦會與中銀香港以外的銀行合作。會否增

聘人手則要視乎銷售表現。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行政總裁區景麟表示，本港基金市

場較內地小，但在港銷售內地基金是一個起點，希望未
來會有更多內地基金推廣至國際。至於近日A股甚為波
動，李道濱認為股市有漲有跌屬正常，看好A股長期發
展，不擔心基金會因A股波動影響認購反應。
截至上月底，中銀基金管理零售投資者之資產規模為

1,958億元人民幣，計及機構投資者部分，總資產規模
為4,000億元人民幣。
此外，景順及景順長城亦攜手合作，於昨日向證監會

提交申請，將集中投資於A股的混合型證券基金申請南
下銷售資格，有關基金由景順於內地成立的合營公司景
順長城管理。景順長城有逾20隻互惠基金將於年底前
符合基金互認的資格，佔其互惠基金資產總值超過
60%。

中外基金搶申互認資格

■李道濱看好A股長遠發展。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中國稀土
（0769）昨早公告，主席兼執行董事蔣泉龍私人
被申索2.13億元，將對此提出爭議及作出積極抗
辯。集團昨日下午於香港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蔣
泉龍未有現身，副主席錢元英強調公司與被申索
一事無關，股東會上亦無人擔心事件影響公司營
運。

公司強調純屬私事
中國稀土昨公告，收到蔣泉龍表示，他於本周
二收到一份令狀，申索款項約2.13億元，稱其未
有根據與原告人於去年6月27日所訂立一份貸款
協議，向原告人支付有關未償款項。蔣泉龍正就
該法律程序徵詢法律意見，並將對該法律程序項
下之申索提出爭議及作出積極抗辯。
錢元英表示，事件屬蔣泉龍私事，對公司營運
及財務狀況並無影響。今次股東特別大會有關建
議增加法定股本，獲大部分股東支持。

中國稀土主席遭申索2.1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必瘦站
（1830）昨公布首季度營運數據，香港、澳門及
內地預付套票銷售額分別錄得按年上升97%、
155%及2%。升幅主要來自高科技美容服務，帶
動客戶人均消費上升。主席歐陽江昨與傳媒會面
時表示，去年內地會員平均單價有下降，會員人
數則有30%增長，惟收入只增長2%。年內會減價
以吸納更多會員，目標今年內地客戶人數有50%
增長。集團的美容服務療程減價後，收費仍是同
行的七八倍，仍有很大減價空間以爭取更多客
戶；目標30歲以上女性，目前內地會員有大約11
萬人，港澳共有10萬人，50歲以上會員佔一半以
上。

引入醫學美容反應佳
集團早年以纖體業務為主，惟因客戶對高級醫
學美容的需求，早前將醫學美容引入香港及澳門
業務，反應不俗，令香港及澳門首季度預付套票
銷售大幅增長。首席財務官蘇顯龍表示，集團已
於今年2月將醫學美容引進內地業務，硬件已經
準備好，惟需要時間培訓員工，希望盡快可正式
將其引入內地市場。
他又補充，高級醫學美容的價格是纖體療程的
三倍，集團把內地業務價格定位高階，港澳地區
則為中高階價格。開店方面，集團會以「Mega
store」形式開店，並擴大現有店舖的面積，料今
年店舖面積可增長20%至30%。
至於早前被海關拘捕的美容總監，蘇顯龍指該
美容總監現已停職，屬個別事件，對銷售並無影
響。

必瘦站目標內地客增長50%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聯
想集團（0992）主席楊元慶昨於股東大
會後稱，公司計劃整合摩托羅拉與聯想
的智能手機業務，已完成銷售團隊的調
整，日後將進一步在產品線、組織及業
務流程上統一。短期內，智能手機的業
務重心將移至內地以外的新興市場。

料摩托羅拉一年扭虧
楊元慶表示，現時內地智能手機市場

競爭激烈，有對手不理性出牌，以短期
銷量為目標不顧盈利；加上電訊商下調
補貼，令市場佔比縮水。此外，摩托羅
拉的業務正處於增長瓶頸期，近期有人
員、組織方面的調整。
雖然發展面臨挑戰，但他稱智能手機

業務不會退出市場，公司計劃在內地發
展線上及零售業務，同時調整摩托羅拉
產品的成本結構，有信心一年內業績增
長並帶來盈利。

稱不會減價搶市佔
至於個人電腦的銷售，楊氏坦言隨着
微軟Windows 10上市，短期內業務增長
較困難，但從中長期來看，個人電腦有

拓展新市場的空間。目前不會大幅下調產品價
格，以犧牲利潤為代價搶佔市場份額，相信未來
市場會進一步整合，若有其他生產商退出，公司
將獲得份額增長及盈利的機會。
公司早前與阿里巴巴合作推出智能電視，主要
因為看好對方資源內容豐富、銷售渠道良好及客
戶龐大，今後亦希望能與其他企業合作。他指
出，當前智能電視業務與大型傳統電視公司有差
距，但相信自身實力正處於上升期。此外，公司
會專注於已併購的業務，暫無收購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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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銀行擬港上市籌78億

先施「七一」生意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虧損連年

的老牌百貨公司先施（0244），主席及行
政總裁馬景煊昨日於活動後表示，零售市
道疲弱，拖慢了集團改革的步伐。今年上
半年的銷售表現按年有所放緩，同店銷售
下跌，預期集團兩年後才可達至收支平
衡。馬景煊表示，受內地旅客減少及政改
爭議影響，上半年的零售氣氛較靜，同店
銷售有所下跌。但7月開始有好轉，他形容
7月1日假期「生意好好」，銷售額較預期
超出雙位數百分比，期望下半年的暑假及
冬天旺季期間，銷售額按年可有雙位數字
增長。
集團自2013年起針對年輕人市場改革，

引入女士韓國品牌。馬景煊稱韓裝愈賣愈
多，銷售量較初期有兩三倍增長；韓裝有
助吸引年輕顧客，貨品具認受性之餘，亦
有一定毛利，但始終賣開的歐洲貨售價高

一線，毛利率較高。
去年新開3間分店，他強調選址正確，中

環、銅鑼灣及旺角為熱門購物點，新店需
要時間吸納顧客。
至於內地業務方面，馬景煊指有見網購

流行，正研究與內地某大網購平台合作。
另外他提及由於關稅下調，令旗下外國貨
品的售價亦有下調空間。

■馬景煊
指零售市
道疲弱，
拖慢了集
團改革的
步伐。
曾敏儀 攝

周亦卿罰「冷淡對待」十年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日公布，
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對周亦卿、周維正
及梁榮江施加冷淡對待令及作出公開
譴責，指他們違反了《公司收購、合
併及股份購回守則》。
對周亦卿施加的冷淡對待令，禁止

其直接或間接使用證券市場設施，由
昨日起至2025年7月1日止，為期十
年。周維正及梁榮江被禁止直接或間
接使用證券市場設施，由昨日起至
2017年7月1日止，為期兩年。收購及
合併委員會於今年4月16日發表書面
決定，述明其裁定3人違反《收購守
則》強制要約規定的理由，原因是他
們與已故的龔如心採取一致行動，通
過獲取投票權以取得及鞏固對安寧控
股（0128）的控制權，但卻未有根據
《收購守則》的規定作出全面要約。

傲揚基金罰款40萬
另外，證監會譴責傲揚基金管理，

並處以罰款40萬元，原因是其沒有根
據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管理的金融糾紛
調解計劃與一名合資格申索人調解。
證監會是在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

裁處覆核其制裁傲揚基金管理的決定
後，作出上述紀律處分。這是證監會
首次執行中介人在《操守準則》下有
關須遵守調解計劃的責任的規定。
儘管調解中心的職員一再要求，傲
揚基金管理仍拒絕與一名合資格申索
人調解糾紛。調解中心於2013年6月
向傲揚基金管理發出違規通知書。傲
揚基金管理最終在證監會對其展開紀
律處分程序後，才同意與申索人調
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上半年本港新股市場
表現出色，重奪IPO集資額全球首位。大行預期下半年
集資額繼續由中資金融企業撐起。另一方面，《華爾街
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浙商銀行計劃最早於今年第
四季度香港上市，集資約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
浙商銀行正在與中信證券、中金、高盛、農銀國際等投
行接洽。
浙商銀行在2004年開業，主要為零售顧客和小型企
業提供一系列銀行服務。據該行股東今年4月向上海證
券交易所提供的文件顯示，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浙商
銀行淨利潤達47億元人民幣，總資產5,845億元人民

幣。

萬景暗盤每手賺千八
另一方面，天彩控股（3882）昨首日掛牌潛水，全日
收3.29元，較上市價3.38元跌2.7%。不計手續費及利
息成本，每手1,000股賬面蝕90元。今日接力上市的萬
景控股（2193）、彩客化學（1986）及辰興發展
（2286）暗盤表現各異，當中本地建築股萬景跑出，暗
盤每手最多賺1,800元，超過滴達（1470）的1,680元，
成為今年暗盤「賺錢王」。彩客化學及辰興發展則分別
每手最多蝕190元及賺100元。
此外，市場消息透露，和美醫療控股（1509）以上限

7.55元定價，集資15.916億元，將於下周二掛牌。消息
指，和美公開發售錄得7.7倍超額認購，國際配售反應
熱烈。

港全年IPO額坐亞望冠
上半年本港新股市場表現活躍，羅兵咸永道將今年本

港新股集資額由年初估計的2,000億元，上調至2,500億
元。當中2,480億元來自主板，20億元來自創業板，相
信今年香港在新股集資排名可坐亞望冠。內地方面，估
計全年滬深兩地市場共有約400隻新股掛牌，集資額達
3,000億元人民幣。
羅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聯席領導合夥人陳朝光昨

表示，今年本港集資額最大的均屬中資證券企業，預料

下半年繼續跑出。當中醫療服務業看高一線，相關行業
在政策扶持下增長強勁，同時看好新能源及環保行業。
羅兵咸永道數據顯示，上半年內地共有187隻新股，

按年大幅上升2.6倍；總集資額1,461億人民幣，按年大
幅上升3.1倍，主要受惠中證監加快新股審批速度，以
及A股市場轉強帶動。內地現時採用多層次資本市場模
式，隨着新三板、其他小型企業的四板逐漸興起，當這
些分類的企業做出成績，就會在A股及H股上市，相信
會進一步加強市場動力。

中資券商續申港上市
另一大行畢馬威指出，上半年本港重奪IPO集資額全

球首位，IPO集資額增加57.6%至1,294億元。多家中
資金融服務機構正計劃在未來數月於香港市場上市集
資，其中包括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此
外，不少醫藥和環保企業積極尋求在香港上市。該行預
測下半年本港IPO市場繼續表現強勁。中國內地資本市
場持續改革，將為香港帶來不同的機會與挑戰。
截至6月30日止，共有62家公司向香港交易所提出

上市申請。預計在本年度稍後時間推出的深港通亦有助
增加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優勢。畢威馬指出，港交所正
在研究就「一股一票」以外，香港市場可採用的不同股
東架構。該行認為如果第二上市的議案獲得採納，香港
應可吸引部分美國上市的大型中國科技公司到香港市場
作第二上市。

周鴻禕去年底以4億美元與酷派組合資公司，佔合
資公司45%股份，隨後再斥資4,500萬美元增持至

49.5%，合共超過34億港元。不過今次樂視只花了27.4
億元就成為酷派第二大股東，就似乎惹來周氏不滿。

三方合建產業聯盟
市場有傳，當初酷派創辦人及第一大股東郭德英有意出

售手上股份時曾問過周鴻禕，惟周鴻禕正忙着將在美國上
市的奇虎360私有化，根本沒有錢去買郭德英手上的股
份，其後郭氏就將股份售予樂視。如今樂視佔酷派18%，
與大股東只差2%，可輕易從市場上收集多2%至3%的股
份成為大股東，昨日樂視副總裁鄧偉未有正面回應會否繼
續增持酷派，只稱不便透露。記者會上蔣超及鄧偉為交易
解畫，指三方將合作建構產業聯盟，以互補優勢。蔣超指

與樂視的洽商兩年前已開始，早於與奇虎360設合營一
事，奇虎360亦得知雙方的合作並表示支持。公司與樂視
是全面合作，與奇虎則是在分公司的層面上合作。集團去
年手機銷售達4,500萬部，樂視擁有豐富的互聯網內容，
奇虎360則在安全軟件方面具有優勢。

暫不整合手機品牌
鄧偉提到，樂視將會派兩名成員進入酷派董事局，雙

方的團隊最快於下星期商討合作細節；酷派會考慮借助

樂視的線上銷售渠道，加強網上銷售能力。樂視入股
後，酷派旗下手機品牌暫不會整合。
對於有指三方合作變成「除米三人組」，蔣超直言小
米不是其競爭對手，公司重視海外發展，視蘋果為目
標。去年酷派全年賣出4,500萬部手機，今年目標一度
由全年6,000萬部降至5,000萬部。然而，據小米昨日發
布上半年的數據顯示，至上月底其手機銷售量已達
3,470萬部，相較去年同期增長33%，是酷派全年目標
的七成。小米更已連續五季穩居內地手機銷量第一。

酷派豪言對手只有蘋果
重海外發展 眼中無小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樂視上月底

入股酷派（2369），持股 18%成第二大股

東，有指此舉令與酷派組合資公司的奇虎

360董事長周鴻禕十分不高興。昨日樂視及

酷派於香港召開記者會，就雙方合作解畫。

酷派常務副總裁兼財務總監蔣超表示，希望

建構一個三方組成的產業聯盟。問到是否衝

着對手小米而來，蔣超豪言小米不算是競爭

對手，公司長遠的競爭對手是美國的蘋果公

司。
■蔣超（左）
指小米不算
競爭對手。
旁為鄧偉。
梁偉聰 攝

■羅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聯席領導合夥人陳朝光。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