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資資金染指美國兩大餐飲集團肯德基和必勝客，兩公司的母公司百勝

餐飲集團昨日宣佈，在分拆中國業務之前將出售部分股權，購買者分別是春華資本

（Primavera Capital Group）以及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金服。兩者分別向百勝中國

投資4.1億美元和5,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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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華資本螞蟻金服入股百勝中國
斥資4.6億美元 獲最多5.9%股權

春華資本和螞蟻金服將獲得百勝中
國總計4.3%至5.9%的股權，具

體份額將取決於股價。百勝表示，百
勝中國將從11月1日起作為一家獨立
公司在紐約證交所開始交易。
百勝表示，兩家公司將獲得認股權

證，可以分兩次收購百勝中國額外4%
的股權，對公司的估值為120億至150
億美元。春華資本創始人胡祖六將擔
任百勝中國董事會的非執行主席。
春華資本和螞蟻金服收購百勝中國

股票的價格將為百勝中國股票配送給
百勝股東後的第31天至第60天的平均
價格折扣8%。交易包括一項中止協
議，禁止春華資本和螞蟻金服增持百
勝中國的股權超過19.9%。

中信凱雷擬出價購麥當勞
另外，路透社引述據知情人士指

出，中信集團與美國私募股權公司凱

雷投資集團（Carlyle），正聯手出價
競購麥當勞的中國內地及香港業務，
有關交易價值20億美元至30億美元。
早前有報道指，麥當勞已聘請摩根

士丹利安排出售中國內地、香港及韓
國的約2,800家店面。
消息人士指，中信集團與凱雷只對
中國內地及香港店面出價競購，這佔
出售總數的85%以上。麥當勞在6月接
獲六筆初步競購出價，其中一筆為北
京首旅集團與三胞集團的聯合競購。
最後一輪競購出價預定在9月。

百勝有信心在華長遠發展
針對有關麥當勞和肯德基將出售中

國運營權的報道，中國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沈丹陽昨日在商務部例會上回應
稱，從事快餐服務的外國公司會繼續
看好中國市場，投資中國，分享中國
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紅利。

沈丹陽說，2015年第4季度，百勝集
團宣佈擬拆分百勝餐飲集團及百勝中
國作為兩家獨立上市公司，並聲明此
舉是為優化資本結構、創造更大價值
所做的經營戰略調整。中國業務佔百
勝餐飲集團全球業務的一半，2015年
百勝中國公司營業額超過500億元人民
幣，百勝集團對在華長遠發展前景充
滿信心。
此外，麥當勞全球今年上半年決定

由其在華設立的麥當勞中國引進戰略
投資者，以實現優勢互補、加速業務
發展。調整後，麥當勞繼續持有新公司
的股份。
據了解，2015年麥當勞向中國內地增

資10億元人民幣，截至目前，麥當勞中
國已開設超過2,200家餐廳。未來5年，
麥當勞中國計劃每年新開設約250家餐
廳。屆時中國內地將成為麥當勞全球僅
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銀監會昨日發佈數據稱，截
至2016年6月末，內地21家主要銀行
機構綠色信貸餘額達到 7.26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佔各項貸款的
9%，其中節能環保、新能源、新能源
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餘額1.69
萬億元，節能環保項目和服務貸款餘
額5.57萬億元。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
局巡視員葉燕斐表示，按綠色信貸支
持資金比例預計年節約標準煤1.87億
噸，減排效果相當於北京7萬輛出租車
停駛298年。目前內地綠色信貸處於國
際領先地位，未來將研究對銀行進行
綠色評級。

綠色運輸佔環保貸款47.6%
數據還顯示，在節能環保項目和服務

貸款中，佔比最大的是綠色交通運輸項
目。截至6月末貸款餘額2.65萬億元，
佔同期節能環保項目服務貸款的
47.6%，主要包括鐵路建設、地鐵等城市
軌道建設項目，以及城市電動汽車項
目。佔比第二位的是可再生資源及清潔
能源項目貸款餘額1.47萬億元，佔比
26.4%
葉燕斐在中國銀監會召開的綠色金融

專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5.57萬億的節

能環保項目和
服務貸款的環
境效益顯著，
按其貸款支持
資金的比例預
計可年節約標
準 煤 1.87 億
噸，減排二氧
化碳當量4.35
億噸。葉燕斐
形容，這一減
排效果「相當
於北京7萬輛出租車停駛298年，或三峽
水電站發電7.4年形成的二氧化碳減排當
量」。
在資產質量方面，葉燕斐稱，截止
到6月末，21家主要銀行業機構節能環
保項目和服務不良貸款餘額226.25億
元，不良率為0.41%，低於同期各項貸
款不良率1.35個百分點。

擬設綠色信貸擔保基金
葉燕斐表示，內地銀行業發展綠色
信貸，完全是和發展別的信貸一樣，
沒有資本激勵，也沒有來自外部財政
的補貼或者擔保。未來希望成立專業
性的、國家主權形式的，專門對節能
減排或綠色信貸提供擔保的擔保基

金，按照國際金融公司的經驗進行專
業化操作，不僅風險低、有收益，還
能減少銀行資本的約束。
葉燕斐介紹，2007年以來銀監會陸

續出台《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
見》（2007年）、《綠色信貸指引》
（2012 年）、《能效信貸指引》
（2015年），相關政策在國際上均是
首創。目前內地已基本建立以《綠色
信貸指引》為核心的綠色信貸制度框
架，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節能環保
授信和綠色信貸的政策界限、管理方
式、考核政策等做出明確規定，確保
信貸資金投向低碳、循環、生態領
域。下一步，內地將推動銀行業協
會對銀行進行綠色評級。

銀監：綠色信貸規模達7.26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針對中概股回歸監管變化的傳
聞，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鄧舸昨天回應
稱，中概股回歸工作正在繼續推進，
在相關政策明確之前，中證監對於該
類企業回歸A股市場的相關規定及政策
沒有任何變化。
日前有外媒透露，監管部門近日進行

指導，要求海外上市中概股尋求借殼回
到國內上市時，需確保交易估值不超過
預估利潤的20倍。該上限是按照借殼後
公司的預估利潤來計算。

關注地方政府收入佔比
此外，談及近期交易所提高「類平

台」發債門檻，鄧舸指出，考慮到債
券發行人來源於所屬地方政府的收入

佔比是衡量其市場化運營程度的重要
參考指標，中證監在前期監管實踐的
基礎上，進一步調整完善類融資平台
的發債審核標準。
鄧舸表示，中證監重點關注發行人來

自地方政府收入佔比情況，規範企業融
資行為，防範債券市場風險。

上交所修融資平台甄別標準
他強調，按照相關規定，中證監公司
債券發行主體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公司。
在前期監管實踐中，中證監參照了有
關部門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名單予以執
行，同時對於不在該名單內但是具有融
資平台公司特徵的主體，中證監要求其
不得承擔地方政府融資的職能，必須結

合營業收入和現金流的來源情況說明其
是否具備市場化運營機制。
同日上交所也修訂對地方融資平台

的甄別標準，首先是將「雙50%」調
整為「單50%」，即報告期內，發行
人來自所屬地方政府的收入佔比不得
超過50%，取消現金流佔比指標。其
次，調整計算發行人政府性收入佔比
的指標計算方法，除可採取報告期內
各年度政府性收入佔比的算數平均值
外，也可採取「加權平均法」（各年
度源自地方政府的收入總額除以各年
度營業收入總額）。
上交所表示，總體來看，此次調整有

利於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進一步規
範公司債券市場發展，同時對市場影響
範圍有限。

中證監：中概股回歸A股政策未變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電網公司官網昨
表示，已與巴西卡瑪古集團在上海簽署
股權購買協議，國家電網公司正式收購
巴西卡瑪古集團（Camargo Correa）持
有的巴西CPFL公司（CPFL Energia
SA）23.6%的股權。

巴西總統出席簽約儀式
國家電網稱，此次交易完成後，公
司將在巴西市場實現電力發、輸、
配、售業務領域的全面覆蓋，進一步
豐富公司在巴西資產組合，明顯提高
公司在巴西投資的抗風險能力，為深

度開拓巴西及南美市場奠定了堅實的
基礎。
據路透社消息，出席簽約儀式的

巴西新任總統特默還表示，對國家
電網公司投資巴西表示歡迎，對國
家電網公司收購CPFL公司股權表示
支持。他指出，希望國家電網公司
未來能夠進一步幫助CPFL提高管理
能力與技術水平，並期待未來國家
電網公司在巴西電力行業各領域有
更多的投資。
國家電網此次未披露收購的財務細

節。7月國家電網曾表示，同意支付

59億雷亞爾（約18億美元）收購卡瑪
古所持的CPFL 股份，每股 25 雷亞
爾。當地政府人士曾透露，國家電網
將以同等價格向CPFL其餘股東收購
股份。
CPFL全資擁有八個配電特許權公

司，業務覆蓋經濟發達的聖保羅州和
南大河州，服務用戶780萬，線路長度
24.7萬公里，年配電量600億度，佔巴
西配電市場份額的13%，是巴西最大
的配電企業。CPFL公司還控股巴西第
一大新能源公司，在運新能源權益裝
機容量101萬千瓦。

國家電網擬入股巴西CPFL 23.6%

香港文匯報訊 福壽園（1448）昨宣佈，旗下
上海福壽園與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民政局訂立一
份投資協議，以投資總額約8,261萬元人民幣
（不包括土地款項）建設、經營及管理宣州區馬
山生態陵園。
馬山項目規劃面積計量約511畝（約340,668
平米），由殯儀館、墓園及烈士陵園組成。於
完成後，將會提供遺體接運服務、火化服務、
殯儀服務、公墓經營以及喪葬用品銷售。

根據協議條款，上海福壽園將註冊成立兩個
項目公司，分別負責經營殯儀館及墓園，並將
取得有關地塊的使用權以及馬山項目的建設、
經營及管理權，而宣州區民政局將會負責建設
馬山項目烈士陵園並將委託上海福壽園管理，
其亦將協助上海福壽園取得所有土地使用權、
殯儀館及墓園經營許可證。預期馬山項目的殯
儀館及墓園將分別於2017年8月及2018年8月
前後開展業務及經營。

福壽園與安徽宣城簽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光大銀行
（6818）昨在上交所發出通告指，擬獨資設立
信用卡業務獨立法人機構，公司名稱暫定為
「中國光大信用卡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金額
不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光大指，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該信用卡公
司將與該行資源共用、業務互補、相互促進和

支持，加快適應市場化需求，激發創新潛能，
提高市場競爭力。
該行又稱，該投資將探索信用卡經營新模

式，促進信用卡業務進一步發展；而專業化的
運營能力和靈活的經營決策力，可以推動信用
卡業務向規範化、規模化、專業化、標準化方
向快速發展。

光銀擬百億元成立信用卡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滬
指在3,100點附近久盤不上，看似遭遇強阻力。周
五午後大市再現插水，尾盤雖有所企穩，全日來
看，盡顯弱勢格局，最終滬指微幅上揚0.13%，報
3,067點，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再收綠盤，後者日線
更是錄得四連跌。兩市成交亦進一步萎縮至4,309
億元（人民幣，下同）。
近期大市多數低開，昨日滬市開盤跌0.19%，
雖然僅下探6點，卻抑制投資者做多熱情。之後
滬指一度走高翻紅，但在高送轉等板塊拖累
下，大市迅速承壓走低。午後，兩市均迎插水
行情，滬指低見3,051點，尾市小幅反彈。

兩市成交量再縮240億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67點，漲4點或0.13%；

深成指報10,640點，跌29點或0.27%；創業板指報
2,170點，跌10點或0.48%。三大股指周線兩連
陰，本周滬指跌0.1%，深成指和創業板指分別跌
0.5%、0.86%。近期成交量萎縮亦嚴重制約了大市
上行空間，昨日兩市僅錄得4,309億元成交，較周
四進一步收窄240億元。
粵港自貿、彩票概念、工藝商品、阿里概
念、互聯網金融、家電行業等板塊升幅居前，
量子通信、船舶製造、全息技術、北斗導航、
車聯網、園林工程等板塊則領跌。
巨豐投顧認為，中報行情結束後，市場缺乏領漲

板塊，權重股輪番拉升、或者打壓指數，均未使得
大盤擺脫連續整理，但市場重心已逐步下滑，若非
G20峰會維穩因素，滬指恐已回歸至3,000點下
方，建議投資者控制倉位，低吸高拋為主。

滬A量縮平收 創業板指四連陰

■百勝集團昨
宣佈分拆中國
業務前出售部
分股權，購買
者為春華資本
以及阿里巴巴
集團旗下的螞
蟻金服。圖為
上海世博會園
區肯德基分
店。資料圖片

總建築面積12萬多平
米、營業面積約7萬平
米的三亞國際免稅城是
全球最大單體免稅店。
今年上半年，三亞全市
旅遊總收入145.39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
中免稅商品營業收入達
25.47億元，佔全市旅遊
總收入 17.5%。開業 2
年來，三亞國際免稅城
已接待顧客920餘萬人
次，免稅銷售額超過80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玫

通訊員 安莉
海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第16
屆中國．四川國際烘焙食品博覽會暨中秋月餅
文化節在成都舉行。據悉，此次展會共有400餘
家品牌月餅企業參展。記者在現場看到，展會
上既有蓮蓉蛋黃、伍仁、雲腿等傳統月餅，也
有小鮮肉、芝士玫瑰、莓味月餅、香辣牛肉、
川味香腸等新口味月餅。此外，攀枝花芒果、
彭山葡萄、通江銀耳、青川木耳等特色食品，
俄羅斯奶粉、俄羅斯巧克力、法國紅酒等進口
食品以及郎酒、瀘州老窖等進場參展。
開幕式上，成都新沁園商貿有限公司現場製
作了一個長10米、寬2米的大蛋糕，由12名烘
焙大師花了一個通宵製作完成，僅僅原材料就

價值2萬元人民幣，1,000餘名成都市民免費分
享了這滋味。

四川中秋月餅文化節開幕

■銀監會昨
日稱，截至
2016 年 6 月
末，內地 21
家主要銀行
機構綠色信
貸餘額達到
7.26 萬億元
人民幣。

資料圖片

■市民排隊進展場。 李兵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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