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李昌鴻 深圳報道）萬科（2202）昨天在深圳總部召開臨時

股東大會。對於寶能系提出的罷免提議，董事長王石在會上表示，「我是公司

創立者之一，我的去留不重要，只要文化能延續下去。」他同時強調，不認為

大股東可以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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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王石萬科王石：：我的去留不重要我的去留不重要
深交所深夜發函深交所深夜發函 關注關注寶能寶能華潤關係華潤關係

深交所昨晚向華潤及「寶能系」分別下發關注函，要
求雙方各自說明，二者是否存在協議或其他安排等

形式，以共同擴大所能支配的萬科股份表決權數量的行
為或事實，並須對照《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說明是
否互為一致行動人及其理由。
深交所稱，近日多家媒體質疑華潤及「寶能系」存在
諸多接觸密談，亦有同時宣佈聯手否決萬科深鐵重組預
案之舉，涉嫌形成關聯和一致行動人關係。
在股東會上，王石表示，無論是對曾經的第一大股東

還是現在的第一大股東，萬科的溝通渠道一直是存在
的。他從沒有用過「野蠻人」這個詞，用的是「惡意收
購」，可能是他的溝通上的問題。如果外界認為對寶能
系姚先生的「野蠻人」的印象是由自己造成的話，他表
示歉意。

不能違背中小股東利益
王石面對如何應付與華潤及寶能系的糾紛質詢時表示，
管理層在與股東協調關係方面，一直在妥協，然而妥協是
有度的，指出任何方面都不能完全違背中小股東利益，及
違背透明的原則。他又表示，「在股東大會上，只要大股
東一票否定，就會修改方案，但不意味大股東可以為所欲
為。而寶能提出罷免目前董事會及監事會的議案，這是非
常突然提出的，顯然徹底否定萬科的過去，這種情況是不
能發生的。」
在回應小股東對他留學期間領取千萬薪酬的質疑時，

王石表示他是執行董事，並非掛名的董事長，是公司
管理層的一員，是拿薪酬的董事長，1999年後不做總
經理後，他拿的還是工資。他是介入了公司管理，監
督公司運轉。他在國外考察學習期間，也是參與了公
司具體國際項目的談判。他對公司進行戰略性的把
握，監督管理團隊執行董事會決策。

郁亮：更應關注萬科員工
對於寶能指責自己遊學脫崗仍從萬科領取5,000萬元

薪酬、損害公司利益，王石稱有關金額是身在公司工資
到拿年底按照分紅比例的分配，自己在遊學期間沒有額
外多拿一分錢，又指自己是執董、也是管理層之一，認
為寶能這個講法有誤導。
王石稱，萬科董事會依然會正常推進有關發行股份收

購深圳地鐵資產的交易預案議程。對於寶能提出罷免全
體董事，萬科總裁郁亮說「壓力非常非常大，今天管理
團隊感到有心無力。」他指「王石和我的去留不重要；
更應該關注創造萬科價值的普通員工。」、「我們在任
的每一天都會盡到責任」。
他說，這一年多雖深受困擾，但是在管理團隊的努力

下，萬科的業績沒有受到太多影響。深圳地鐵的重組案一
度讓萬科人看到了希望，但是沒想到受到大股東的聯手狙
擊。目前萬科一些項目已經因為事件的影響，出現了退訂
和中途夭折的情況，大量獵頭對萬科的人才虎視眈眈。
有小股東問王石甚麼時候能放開萬科，他說，「萬科

的成功是不再需要我，我之前也說過，我的成功，是沒
有人需要我。從現在來看，我還沒有很成功。我希望郁
亮能代替我，然後我辭職，這是一個不錯的建議。」他
透露，昨日上午已接到三家獵頭公司的電話。他又稱，
只要萬科文化能延續下去，個人榮辱不重要。「1988年
我已經放棄了股權，我對我們的國家、市場、民族是樂
觀的。」

股東會否決董事會報告
有投資者擔心目前出現的紛爭將對未來復牌的A股股

價帶來衝擊，董秘朱旭昨日透露，萬科A將會盡快復
牌，但基於公司現況，復牌股價會有下跌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與會股東大多對管理層表示支

持，但昨日股東大會審議投票的五項議案中，萬科2015
年董事會報告和監事會報告均被投票否決，反對票高達
62.28%和68.28%，僅財報、分紅方案及續聘會計事務所
議案通過。

王石在萬科股東會上回應質詢要點
■我的去留不重要，只要文化能延續下去

■我希望郁亮能代替我，然後我辭職

■不認為大股東可以為所欲為

■罷免目前董事會及監事會的議案，顯然徹
底否定萬科的過去，是不能發生的

■自己是執行董事，並非掛名的董事長，是
公司管理層的一員，在遊學期間沒有額外多
拿一分錢

香港文匯訊（記者 張美婷）嘉利國際
（1050）昨日公佈截至3月 31日全年業
績，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1.17億元
（港元，下同），按年升53.45%，派末期
息2.75仙。嘉利國際首席財務官蔡瑋軒於
業績會上表示，內地市道下滑，公司暫未
受影響，目前已經接了主要客戶未來數年

的訂單，除主要的工業業務外，公司還會
向內地房地產和服務業發展。

機械手臂成本十萬至二十萬
蔡瑋軒表示，近年內地實行「工業4.0」

改革，主張機械取代人手，公司早年已開
始引入機械作產業輔助，節省了人手。

人力資源及行政總經理陳名妹補充，機
械手臂成本約為人民幣10萬元至20萬元，
不過內地現時工人每月薪金連同雜費已提
升至人民幣5,000元，故長期使用機械手臂
可為公司減低營運開支。
另外，由於其他工廠因為倒閉，市場減

少工人需求，反令公司比以往更容易聘請
人手，故現時公司於減少工人成操作員的
情況下，並沒有人手欠缺的問題。

房地產經營虧損1063萬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房地產錄得經營虧損

1,063萬元。不過蔡瑋軒表示，內地現在土
地價值較便宜，故會繼續發展房地產項目，
而在鳳崗官井頭廠房原址的工業用地，則改
成住宅用途，預計於2017年內開始動工。
在消費者及服務業業務上，公司已於去

年荃灣愉景新城有第一間以兒童和家庭為
主題的餐廳，預計香港第二間餐廳會於本
年8月在黃埔正式營業。

嘉利國際增機械化慳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隨着跑路失聯的P2P公司繼續增加，
銀行選擇與P2P機構的合作也愈發謹慎。
據P2P平台民民貸網站公告稱，接到第三
方支付公司的緊急通知，民生銀行於27日
至29日關停所有P2P充值渠道，暫不支持
網銀充值業務，受此影響平台關閉所有民
生銀行充值渠道。

行業內平台良莠不齊
業內稱目前P2P機構素質良莠不齊，行業

整體處在洗牌階段，從銀率網統計截至6月
24日的數據來看，基本上6月以來全國沒有
新成立P2P，但新增問題平台中又有47家失

聯14家跑路，兩者合計佔比高達79.2%。
因此銀行也明顯收縮與P2P平台的資金

存管業務，據網貸天眼平台數據顯示，截
止2016年6月，有111家平台與銀行簽訂
了資金存管協議，簽約率佔正常運營平台
數量的4.6%，其中21家正式接入存管系
統，佔正常運營平台數量的比例僅
0.87%。據悉，農行自今年1月起就關閉
全部涉P2P交易接口。
目前民生銀行尚未回應是否真會全部叫

停P2P充值業務，但有銀行內部人士認為
不會「一刀切」，且昨日亦有其他P2P公
司表示民生銀行仍可通過第三方支付公司
為P2P平台充值。

民行關閉所有P2P充值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國水務
（0855）主席段傳良於昨日業績發佈會上
表示，對集團去年盈利增長48.8%的表現
並不感到意外，未來會集中發展供水和污
水處理業務，預期三至五年內出售集團旗
下全部非核心業務，以此改善現金流，提
升集團利潤。

段傳良續指，未來集團在拓展供水及污
水處理業務的基礎下，會積極尋求擴展新
項目和併購目標，且會在社會資本合作
（PPP）模式下積極進行供水及排水管網
建設。他預計，未來三至五年內，公司投
資規模將有不低於雙位數的增長。
執行總經理劉勇估計，今年集團資本開

支目標約為30億元，料併購費用與一般項
目營運開支將各佔一半，且會謹慎處理併
購過程中產生的非核心資產。
據公告顯示，中國水務去年錄得股東應

佔溢利5.52億元，按年升48.8%，連同中
期股息3港仙全年共派息8港仙，按年增
14.3%。

中國水務全年盈利大增4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昨天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大跌，但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力挺人民幣，為資本市場
注入強心劑。A股昨日低開高走，最終三
大股指全部收紅，其中滬綜指升1.45%，
深成指漲 2.27%，創業板指更是飆升
3.03%。

人幣對美元中間價創新低
英國脫歐風暴影響猶存，昨天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中間價跌破6.63關口，創下2010
年10月23日以來新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達沃斯論壇開幕演講中強調，中國經濟
的基本面決定了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的
基礎，中國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央行亦加大了資金投
放力度，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2,700億元
（人民幣，下同）7天逆回購操作，逆回購
操作量創下了近4個月來新高。由於當日
到期逆回購量為1,700億元，故當天實現淨
投放1,000億元。
國家統計局發佈，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3.7%，增速比4月份

回落0.5個百分點。不過，國
家統計局官員稱，5月份工業
企業利潤增速雖然回落，但
工業企業效益繼續呈現積極
變化。
滬指早盤低開0.48%，隨後

在煤炭、鋼鐵板塊帶領下走
高，早盤升0.86%。午後兩市
持續走強。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 2,895 點，漲 41 點或
1.45%；深成指報10,377點，
漲229點或2.27%；創業板指
報 2,191 點 ， 漲 64 點 或
3.03%。兩市成交 5,830 億
元，與上日持平，滬股通淨流入1.36億
元。

滬股通淨流入1.36億
行業板塊多數上漲，國產軟件暴漲近

6%，榕基軟件、榮科科技等7股漲停，北
斗導航、航天航空等板塊升幅都超過4%。
黃金股則有所退潮，貴金屬板塊跌幅近
2%；保險板塊微跌0.1%。

國金證券的分析報告稱，風險事件集中
爆發的階段，市場「跌不深」並不代表底
部已經探明，在目前點位博反彈的資金大
多是短線交易，本身造成A股市場的不穩
定。
廣發證券同樣認為，能對A股市場短期

波動形成影響的長期邏輯，無非源自改革
轉型、流動性、匯率三大因素，近期這三
大因素都沒有看到轉向積極的信號，建議
投資者繼續耐心等待。

央行注強心劑 滬指漲1.45%

■截至收盤，上證綜指、深成指及創業板指均見漲幅。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國銀
行（3988）昨公佈，與韓國友利銀行（中
國）有限公司完成銀行間首筆人民幣對韓
元直接交易。
中行網站公告稱，發展人民幣對韓元直

接交易，將有利於形成人民幣對韓元直接
匯率，降低交易匯兌成本，助力中韓經濟
金融關係深入發展，也有助於進一步拓展

人民幣在亞洲地區貿易往來及國際經濟金
融市場的使用廣度與深度。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上周五宣佈，在銀行間
外匯市場展開人民幣對韓元直接交易；刊
登在央行網站的新聞稿稱，這有利於降低
經濟主體匯兌成本，促進人民幣與韓元在
雙邊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加強兩國金融
合作。

中銀完成首筆銀行間人幣韓元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360集團27日與長江證券共同簽訂了《長
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與奇虎360科技有限
公司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在符合
證券行業以及互聯網行業監管法規和監管
政策的前提下，在金融、安全、互聯網等
領域進行合作。
記者從發佈會上獲悉，360與長江證券將

融合「互聯網＋」和傳統行業的優勢，在證
券信息技術安全、投資者教育、線上服務系
統、產業基金等方面全方位深入合作。
360你財富CEO吳海生表示，雙方進行

了長時間溝通，在信息、交易、投資安全

上有了系列合作方案，在交互體驗和服務
創新上也在不斷探索，很快將聯手推出新
型互聯網證券產品。

360集團長江證券簽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深圳報道）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深圳市財
政委日前聯合印發《關於調整本市工傷保
險費率政策的通知》，從7月1日起，開
始實施八類工傷保險行業費率政策。據
稱，該政策實施後，深圳工傷保險費率水
平總體降低32.27%。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相關負責

人指，此次調整工傷保險費率政策，不會
降低參保職工的工傷保險待遇水平。不僅
如此，待遇水平今後還會隨着職工平均工

資和生活費用變化等逐步提高。
據介紹，深圳現行工傷保險分三類參保
繳費：一類即風險較小行業、二類為中等
風險行業、三類為風險較大行業。2015年
10月前，原一類、二類、三類行業基準費
率分別為0.4%、0.8%、1.2%。2015年10
月起，深圳開始階段性下調工傷保險費率
50%，即費率分別調整為0.2%、0.4%、
0.6%，並在此基礎上實施了浮動費率政
策。經過測算，截至2016年6月，此次下
調共為企業減負約5.15億元人民幣。

深圳7月起降工傷保險費率

■(左起)嘉
利國際市場
執行總經理
陳毅文、嘉
利國際人力
資源及行政
總經理陳名
妹、嘉利國
際首席財務
官蔡瑋軒。

■■360集團與長江證券簽署合成協議。
朱燁攝

■■萬科萬科（（22022202））昨天在深圳總昨天在深圳總
部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部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