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巴巴主席馬雲昨在阿里巴巴主席馬雲昨在
投資者會議上的發言引起投資者會議上的發言引起
很大爭議很大爭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貴為內地首富的阿里
巴巴集團主席馬雲，近
年來多次因淘寶充斥假
貨而遭到輿論抨擊。他
昨日發表講話回應指

控，稱「許多假冒商品其實比真品質量
更好，價格更優惠。」這番言論立即引
起軒然大波，不少人直斥馬雲無恥，
「向全世界輸出了錯誤的價值觀」。雖
然有消息稱，這是部分媒體的報道斷章
取義，扭曲了馬雲的本意，但截止到昨
晚本報截稿，阿里巴巴集團和馬雲都未
對此作出澄清。

扭曲價值觀助長假貨
售賣假貨一直是淘寶的痼疾，儘管阿里

巴巴集團多次高調宣示打假，也確實取得
一定成效，但點擊淘寶的網站不難發現，
各種各樣的假貨依然多如牛毛。為何假貨

屢禁不絕？有分析認為，這是由於許多消
費者支持假貨，樂意用較低的價格購買山
寨產品；加上某些假貨的質量幾可亂真，
在買賣雙方達成默契的情形下，假貨交易
變成了「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
捱」，皆大歡喜。

應該承認，這一現象是客觀事實，但這
是否代表只要「保質保量地造假」和「公
開坦誠地賣假」，就沒有人因此受到傷害
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其實馬雲自己對
此也心如明鏡，去年他接受新華社訪問時
曾強調，「假貨對我們國家最大的傷害，
就是不誠信的人比誠信的人得到的要多，
就是創新沒有價值，我覺得這是對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最大的傷害」。

這一擲地有聲的表態，言猶在耳，不料
昨日馬雲突然又拋出驚人之語，聲稱「許
多假貨比真貨質量更好」，引起網民幾乎
是一面倒的攻擊。不少網民直斥「這是什

麼邏輯？」，批評無論馬雲的本意如何，
這句話本身都是錯誤的，都會被視為是
「公開支持造假的無恥言論」。有網民揶
揄，「怪不得淘寶上假貨泛濫，原來馬雲
就是推手」。

網民幾乎一面倒抨擊
由此想到《西遊記》中的六耳獼猴，和

孫悟空一樣神通廣大，不少人甚至認為他
能以不知名的山寨棍棒，擋住真悟空的如
意金箍棒，其戰鬥力明顯更勝一籌。但假
的終究是假的，最終落得身死名敗的下
場。據內地媒體報道，周星馳曾表示希望
邀請馬雲出演孫悟空，雖然未能成事，但
在星爺心目中，馬雲確然是有資格的人
選。但願馬雲也能像孫悟空那樣，奮起千
鈞棒掃除假惡醜，向世界輸出能真正代表
中國人精神的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假貨好過真貨」是對中國最大的傷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港交所
(0388)早前宣佈在前海設立內地大宗商品現
貨交易平台，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出席LME
亞洲年會後表示，該平台現時仍處於起始階
段，現正與主要倉庫及物流公司溝通合作，
並正大規模組建IT系統，冀可於明年第一季
完成，而倉儲及基建的建設亦開始展開，正
進行談判。

深港通準備就緒 只等發令槍
李小加表示，內地市場目前出現的矛盾是
擁有大量資產和過剩產能，但又同時有「資
產荒」和高昂的融資成本，特別是在大宗商
品。港交所計劃在前海建立的大宗商品現貨
交易平台是要服務實體經濟，提供較低融資
成本的渠道，結合內地過剩的資金及產能，
提供安全的資產配置產品。該平台將會是長
遠的工程，不會因短期市況波動，而影響長
期的信心和計劃。
他指出，雖然目前境外交易所未能取得內
地認證，「但是我相信對實體經濟有好處的
事情，能夠幫助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實現國
際定價權的事情，將來都有機會。」若前海
交易所擁有大量倉庫，冀未來可探討國際倉
儲互認、交易及倉單轉換。
被問到與內地其他商品交易所會否造成競

爭，李小加回應指相信各個交易所可做到互
補，互相合作多於競爭。
有關「深港通」的進程，李小加指未有消

息，但已做好準備，「我們已經各就各位
了，那最後再發槍，我們就開始開跑了」，
又認為MSCI宣佈會否納入A股，跟「深港
通」開通無必然關係。另外，他表示，未有
正式向相關監管機構申請「倫港通」，兩地
結算所仍在溝通相關結算問題，強調市場毋

須着急。

美元交收 脫歐影響LME不大
李小加表示，暫時無意提高LME交易費

用。同樣出席年會的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
裁莊敬賢指，不去估計英國「脫歐」投票結
果，認為脫歐對LME不會有太大影響，因
為交易以美元計價，惟有機會影響旗下會
員，因為他們大多在倫敦設總部。

李小加：前海平台服務實體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港交所
（0388）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昨在
LME亞洲年會上表示，現時中國經濟進
入「L型」，今年底或明年初內地經濟或
者會再度觸底，但波動比以往小。今年
政府仍要解決去槓桿、房地產市場去庫
存及去產能過剩等問題。中國以往靠人
口紅利、房地產投資、貿易及資源等拉
動GDP增長已逐漸減弱，當局目前最需
要經濟轉型，尋找新的增長動力。

人民幣再貶值空間細
至於近期內房市場銷售有回升，但庫

存亦有增加，內地房地產現時仍然未解
決產能過剩等問題，庫存增長大過銷售
升幅。
聯儲局今明舉行的議息會議，巴曙松

認為，美國加息對人民幣匯價的影響不
大，今年人民幣已貶值不少，所以即使
美元升值，也不會比去年8月人民幣匯改
時帶來的影響大，人民幣匯價已作出非
對稱調整。雖然早前央行曾經入市干預
人民幣匯率，但內地政府並無使用資本

管制等方式，同時亦繼續開放資本市
場，相信長遠中央仍有能力可靈活調整
匯率。
巴曙松又指，人行希望保持離岸及在

岸人民幣價差穩定，在香港市場發展人
民幣計價產品，有助人行進行離岸貨幣
市場操作。但他認為，透過外匯儲備干
預匯率，只可平息短期波動，長遠而言
仍要外匯儲備及匯率調整互相結合。

巴曙松：內地經濟年底再觸底

■■巴曙松巴曙松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昨出席LME亞洲年會致
辭時表示，去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價格
低迷，股票和金融市場波動，估計今年
下半年全球經濟仍然面臨困局。不過，
他認為中國會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
增長動力，亞洲區將貢獻超過六成的全
球經濟增長。

內地仍是全球增長主動力
曾俊華表示，早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將今年全球 GDP 預測降低至
3.2%，但亞洲特別是中國仍是全球經濟
主要增長動力，新興市場貢獻全球經濟
增長達60%，相信未來5年增長平均在
6.3%，高於全球平均增長3.7%。
他又說，內地首季經濟增長6.7%，相

信中央能夠維持6.5%至7%的增長目標
區間，而「一帶一路」亦有助推動區內
經濟發展，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
提供IPO、財資服務及交易結算服務。

港有能力推人幣國際化
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

港時稱，希望香港可在「一帶一路」中
扮演重要角色，曾俊華認為，「一帶一
路」為香港人民幣業務提供發展機遇，
人民幣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SDR一
籃子貨幣，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
民幣及人民幣債券中心，加上香港在資
產管理有經驗，可助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
至於本港早前開始發行伊斯蘭債券，

曾俊華認為伊斯蘭地區對金融產品有很
大需求，有發展前景。

曾俊華憂下半年全球經濟

■■曾俊華曾俊華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馬雲聲稱部分假貨好過真貨
「同樣工廠同樣材料 只不過用了正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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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
偉昉）阿里巴巴主席馬雲昨在
投資者會議上的發言引起很大
爭議，他指內地部分偽冒產品
比正貨的品質更好，令打擊假
貨的難度越來越高。他稱，
「這些山寨品由同樣的工廠使
用同樣的原材料生產，只不過
確實使用了正品的品牌。」但
他亦強調阿里巴巴在打擊假貨
方面是全球最好。

馬雲昨日表示，全球品牌長期以來一
直依賴於中國和其他低成本製造市

場來提升他們的利潤率，但這些製造工廠
多年後已變得更加精明，如今會使用互聯
網平台（包括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平台）來
直接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的產品。

山寨品質量更好價格更平
「問題是如今的山寨品要比正品擁有更

好的質量、更好的價格。」馬雲說。他續
說：「並不是山寨產品、而是新業務模式
毀掉了正品。這些山寨品由同樣的工廠使
用同樣的原材料生產，只不過確實使用了
正品的品牌。」
阿里在今年4月13日宣佈加入國際反假

聯盟（IACC），成為首個新設立的「普
通會員」之一。但是短短1個月之後，國
際反假聯盟就發表公開信宣佈，迫於一系
列知名品牌的不滿和壓力，將暫停阿里巴
巴集團的會員資格。

能比政府更好解決假貨
馬雲昨對此回應稱，「我們樂意與品牌

公司進行合作。」他表示，阿里巴巴集團
目前已有約2,000名員工目前專門從事打
擊山寨品的工作。「我們無法百分之一百
地解決這一問題，因為這違背人類本能。
不過我們能夠比世界上任何政府、任何組
織、任何人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阿里此前曾向國際反假聯盟的數百名會

員辯解稱，該公司擁有數據和技術，且願
意協助打擊其網絡市場的山寨產品。該公
司在2015年曾協助中國執法機構，搗毀了
46個製假窩點，逮捕了300多名製假者，
並沒收了價值1.25億美元的山寨產品。

集團GMV超過瑞典GDP
業務方面，馬雲指出今年集團的商品交

易總額（GMV）有可能超過瑞典的
GDP，成為全球第 20大「國家」，到
2020年的GMV更可能達6萬億元人民
幣，比現時增長近倍，將擴張到第16大國
家規模，希望未來增長至繼美國、中國、
歐盟和日本後第5大經濟體。
他預計在未來20年，活躍顧客人數將由

現時4.23億人增長至2036年的20億人，
提供一億個工作機會。他認為中國內地農
村市場的商機比印尼、印度為佳，因為阿
里巴巴更了解本地市場。
曾經有人質疑阿里巴巴的GMV計算方

法，因為GMV只計算一段時間內的訂單金
額，並沒有計入買家退貨和賣家缺貨。馬雲
表示以GMV計算銷售是因為eBay曾經用它
作為指標，但GMV並非行業的唯一指標，
多年來投資者也要求以阿里巴巴的頁面瀏覽
量和點擊量等作指標，不過他認為這些都不
能準確衡量阿里巴巴的業務。他指阿里巴巴
真正的價值在於其商業基礎設施，而一個健
康的基礎設施，需要電商、物流、金融、大
數據和雲計算五大元素。

■ 李 小 加
指，前海大
宗商品現貨
交易平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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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階段，冀
可於明年第
一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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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社會，只要能掙錢就是能耐，管他錢是怎麼掙
來的！

馬雲，毀掉傳統商業的罪魁禍首。唯一救活的就
是快遞行業。

馬雲就是先自己製造假貨，然後再銷售，緊接
喊要打假。自己打自己臉。

假貨還高質量，那假話就高水平？馬雲在作死嗎？

假鈔構成的挑戰就是它們的高質量，許多比真品
質量更好，價格更優惠。

汗死了，居然有人能如此厚顏地說山寨質量比正
品高。山寨再便宜再好也是山寨也是偷。專利是
別人的，發明是別人的，你不要錢研發直接抄一
下成本當然低。

馬雲為山寨貨辯解，正品有知識產權，山寨可以
自創品牌，可能賣不出去。

讚馬總一個，臉都豁出去不要了，阿里也一定潛
力無窮。

馬雲言論馬雲言論
●「問題是如今的山寨品要比正品擁有更好的質

量、更好的價格。」

●●「並不是山寨產品、而是新業務模式毀掉了正
品。這些山寨品由同樣的工廠使用同樣的原材
料生產，只不過確實使用了正品的品牌。」

●「我們無法百分之一百地解決這一問題，因為
這違背人類本能。不過我們能夠比世界上任何
政府、任何組織、任何人更好地解決這一問
題。」

●●「阿里巴巴會爭取成為美國、中國、歐盟、日
本之後的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其實阿里巴巴是大數據公司，仍未清楚如何
通過大數據去賺錢，所以美國人不了解阿里巴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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