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佘雋知稱未決定Uber會否參與專營
的士計劃。 莊程敏 攝

Uber：未決定申專營的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Uber
香港總經理佘雋知昨於 uberASSIST
（關懷優步）記者會上表示，自去年2
月推出uberASSIST這項專為長者及傷
健人士而設的服務，香港已有約1,000

名uberASSIST的司機，司機的反應很
踴躍，惟培訓中心不足，Uber現時每
月培訓過百名的新司機，希望讓社會上
更多不同階層接觸到「共乘」的好處。
佘雋知解釋，uberASSIST的收費與

uberX相同，價錢較大眾化，甚至較的
士更便宜，長者及傷健人士不需要預
約，透過App就能找到uberASSIST的
司機，無額外收費。而成為uberASSIST
的司機需接受專業的培訓、筆試等，培
訓課程獲得香港醫護學會授權及認可。
有出席的傷健人士代表指出，自己

平日乘搭的士往往都會受到的士司機拒
載，以及不禮貌的對待，使用uberAS-
SIST就能避免這情況。
另外，對於政府推出的專營的士計

劃，佘雋知指會積極研究，由於公司屬
於共乘平台，與的士公司不同，未決定
會否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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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地緣政治因素繼續困擾股市，法國大

選也有不明朗因素，港股承接外圍跌勢，昨日最多再挫逾200點，落

至23,723點逾1個月低位。但市傳蘋果公司計劃推出三款新手機，令

大市氣氛在午後略為好轉，騰訊（0700）回升1%，為恒指貢獻25點

升幅，瑞聲（2018）更晉身「紅底股」。恒指全日收報23,825點，跌

幅收窄至98點，連跌3日，成交額728億元。

ANNOUNCEMENT OF CREDIT RATING ON
 CORPORATE BOND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and the entire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BoD”) hereby guarantee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responsibilities for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t.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the Trial Measures on Corporate Bonds Issuance, 
the Measures on Corporate Bonds Issuance of the CSRC and Listing Regulations on 
Corporate Bonds of the SSE,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entrusted the Shanghai Brilliance Credit Rating & Investors Service Co., 
Ltd to carry out tracking credit-rating on the corporate bond of “11 Haihang 02” issued by the 
Company.

The payment of principal and interest and delisting of the corporate bond of “11 Haihang 
01” issued by the Company together with the corporate bond of “11 Haihang 02” completed 
on May 24 of 2016.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F PAYMENT OF 
BOND PRINCIPAL AND INTEREST AND DELISTING published on the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Shanghai Securities, Security Times, Hong Kong’s Wen Wei Po and website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http://www.sse.com.cn) on May 10 of 2016. 

The Shanghai Brilliance Credit Rating & Investors Service Co., Ltd implement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appraisal on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Company and related 
industries and issued the 2011 Credit Rating Report on the Corporate Bonds of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 entity credit rating of the “11 Haihang 02” is AAA, prospect 
rating is steady and debt rating AAA.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 of the SSE (http://www.sse.com.cn) for details of the 2011 
Credit Rating Report on the Corporate Bonds of the Company and 2016 Annual Report on 
Entrusted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e Bonds of the Company.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April 20, 2017

地緣風險升溫 港股三連跌

保監局6月底接手規管業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政府
新聞網昨公告，保險業監管局將由今年
6月26日（交接日）起取代保險業監理
處（保監處）規管保險公司。保監處將
於同日解散。保監局是根據《修訂條
例》成立的法定機構，是一個獨立於政
府的新保險監管機構。
現時，屬於政府部門的保監處負責
規管保險公司，而三個自律規管機構則
負責規管保險中介人。為使保監處與保
監局順利交接，《修訂條例》正分階段
實施。保監局將先取代保監處，並最終

將接手三個自律規管機構規管保險中介
人的職能，實施法定保險中介人發牌制
度。
在這期間，現有保險中介人的自律

規管制度會繼續運作，預計保監局可在
交接日起計的兩年內從現有的三個自律
規管機構接手規管保險中介人的工作。
長遠而言，保監局會在財政上獨立

於政府。除了該兩項有關收取保險公司
授權費及使用者收費的附屬法例外，政
府將就有關向保單持有人收取保費徵費
另訂附屬法例，並於稍後提交立法會。

六福同店銷售止跌回升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六福
（0590）昨天公佈截至今年3月底止第
四財季數據，期內錄得同店銷售增長按
年升2%，是連續12個季度下跌後首次
由負轉正。其中，內地市場的黃金及珠
寶首飾產品的同店銷售增長分別為
16%及6%，令內地市場2017財政年度
第四季整體同店銷售增幅達11%。

港澳市場方面，第四季珠寶首飾產品
同店銷售終止長達超過3年的下跌，按年
由負轉正，升12%。其中黃金及珠寶首
飾今年3月份的同店銷售增長均錄得雙位
數字升幅，除市場氣氛好轉以外，部分
原因為該月份有較多高價珠寶首飾產品
的銷售所致，這令港澳市場的同店銷
售，由第三季的跌11%轉為增長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國泰航空
（0293）昨日公佈與港龍航空3月份合併結
算的客、貨運量。客運方面，兩間航空公司
在3月份合共載客285.16萬人次，同比下跌
3.7%；乘客運載率則下跌1.1個百分點至
82.8%，以可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升
0.3%，而今年首季的載客量下跌1.2%，而運
力則減少0.4%。

貨運方面，3月運載的貨物及郵件合共18.11
萬公噸，按年增加15.4%，而運載率上升7.3個
百分點至 70.3%。今年首季的載貨量升
11.4%，運力增加1.7%，而貨物及郵件收入噸
千米數亦上升9.4%。
國泰航空收益管理總經理黃瑋彤表示，3月

份為農曆新年及復活節假期之間的傳統淡
季，客運需求回落，而北美航線亦持續受

壓。展望市場環境依然競爭激烈，而收益率
仍為主要憂慮。
國泰航空貨運營業及市務總經理薩孟凱表

示，3月份的貨運業務持續暢旺。整體載貨量
的增長超越運力升幅。
亞洲貨運出口受若干新產品及季尾訂單帶

動，其中跨太平洋和印度的進口貨運量表現
尤見強勁。此外，香港市場的出口貨運量錄
得按年增長，而歐洲和北美的進口貨運均表
現穩健。整體網絡的運載率高企，帶動收益
率改善。

國泰上月載客量跌3.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華懋旗下九
龍塘豪盤賢文禮士昨天上載樓書，成為集團今
年首個推出的全新盤。華懋集團銷售部總監吳
崇武透露，該盤最快周內開價，定價或低於系
內另一豪盤雲門、近期成交呎價3萬餘元的水
平，最快下周推售。同時，系內荃灣全．城匯
有機會於6月推出，視乎預售審批情況。
華懋高級銷售及市場經理周俊豪介紹，賢

文禮士項目共設134伙，包括129伙分層戶及
5伙獨立屋。分層戶型涵蓋一房至四房戶，實
用面積由509至1,979方呎，獨立屋實用面積
介乎3,452方呎至4,380方呎。吳崇武補充，
首批價單將按規定推出不少於50伙，計劃開

價時會同步開放現樓示範單位參觀；又稱不
會「造高定價」，同時提高十幾二十百分比
的折扣，直言「定價會係吸引」。

珀御首批超購逾20倍
另邊廂，新地旗下屯門珀御今天（20日）

發售首批118伙，截至昨天下午2時，市傳入
票總數逾2,500票，超額認購逾20倍。
由九倉及南豐合作的山頂Mount Nichol-

son，昨公佈銷售安排，將項目的10號洋房於
周日（23日）招標，為時3小時便截標，資
料顯示該洋房實用面積8,017方呎。
南豐旗下東涌昇薈，昨天沽出樓盤最後一

伙，涉及2座39樓A室，實用面積2,120方
呎，屬頂層特色戶，配有2,329方呎天台，成
交價逾4,822萬元，折合呎價22,746元。項目
自2013年推出，經3年多銷售，全盤1,419伙
終告售罄。

賢文禮士上樓書 最快下周賣

■■吳崇武吳崇武((左左))指集團旗下賢文禮士最快指集團旗下賢文禮士最快
本周開價本周開價。。旁為周俊豪旁為周俊豪。。 蘇洪鏘蘇洪鏘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摩根資產管
理昨發表最新投資者信心指數調查結果，該信
心指數微升1點至113點，顯示投資者對本港
未來六個月投資信心持續上升。該行零售分銷
業務副總裁羅淑嵐昨表示，受訪者對本港投資
環境感到樂觀，相信本港是今年其中最具增長
潛力的市場，當中有一半受訪者估計，恒生指
數在未來半年會處於24,000點之上。

美料再加息 歐洲風險最高
摩根投資最新公佈的大部分分類指數都有

上升，調查中「投資金額」指數升幅最大，
按季升5點至112點。「香港經濟環境」及
「香港投資環境及氣氛」分類指數，分別升3
點及2點，至110點及112點，但「全球經濟
環境」分類指數則跌7點至104點，接近中立
水平。但「全球經濟環境」分類指數下跌，
有近半受訪者預計，美國將於第三季再加
息，亦有兩成七受訪者估計，美國會於今季
再加息。
羅淑嵐認為，環球市場不明朗因素，影響
投資者對其持觀望態度，投資者擔心內地經
濟增長放緩及外圍經濟持續疲弱。她稱，環
球市場當中，歐洲被視為今年最高風險市場
之一，另外有受訪者仍然擔憂保護主義對自
由貿易所產生的威脅。當中有五成六人表
示，美國新政府上台將影響其投資策略。

摩根投資管理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表
示，去年內地的製造數據不理想，不過下半年
原材料價格有所增長，估計有助重工業及製造
業表現。他預期，內地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較
快，下半年增長放緩。至於消費數據及服務業
料有不錯表現，估計內地今年經濟增長能夠達
到6.5%的目標，甚至高於去年的6.7%。

內地下半年經濟增長或放緩
許長泰又預料，內地未來1-2年會將房地產

調控由控制價格變為提供供應，而在政府強
調去槓桿之下，預期人民銀行加息速度不會
過快。對於內地上周已放寬人民幣資本外流
管制，他認為這是好事，但投資者需時觀察
及建立信心，相信短期內不會出現大幅增加
投資內地的情況。
投資者信心指數調查於三月訪問512名介乎

30至60歲、擁有十萬元以上流動資產，並有5
年或以上持續投資經驗的個人投資者。

摩根資產：投資者看好香港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國新高教
（2001）及安領國際（8410）同日首掛表現各
異。
新高教平收於2.78元，與上市價相同，成交近
1.48億元。安領國際收報0.335元，較上市價
0.32元高4.7%，成交7,427萬元，不計手續費，
每手10,000股賺150元。
對於證監提高創板上市門檻，安領主席廖銳霆

表示，公司今次上市過程順利，有關部門沒有在
公開發售等規則作特別指引，其他收緊上市等規
則對公司影響不大。公司對將來業務表現有信
心，未來會繼續順利發展。
是次部分集資所得將用作拓展於新加坡現有業

務，他指新加坡是公司第四大市場，但與作為最
大市場的香港有相似的地方，兩地IT技術應用
也差不多，公司有望可進一步發展當地市場，目
標擴大新加坡收入佔比至與本港相若。
另外，招股書亦提到公司計劃以6,000萬港元，
收購一項約5,000方呎的辦公室物業，廖銳霆指相
關收購將於上市後半年陸續物色地點。

新高教首掛平收
安領國際報捷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認為，港
股連跌3日，累跌不足500點，顯示

港股只是隨外圍走，沽壓並不是相當大，
但投資者要關注一大因素，就是「北水」
會否繼續撤走。他指出，不少早前當炒股
錄得相當大的跌幅，港股沽空率亦顯著上
升，事實上，在內地加強金融監管下，中
資金融股短期將「無運行」，加上地緣政
局變數越來越多，相信市況難有理想表
現，預期恒指將考驗23,500點水平。

傳北水撤離 恒指下試23500
此外，本周日法國將舉行首輪總統大
選，相信會持續令避險情緒升溫，例如日
債孳息率近日又再跌穿零利率的水平，而
英國又突然宣佈提前舉行國會大選，外界

解讀為「變相二次脫歐公投」，這也會續
困擾外圍股市表現。摩根資產管理亦表
示，美股已有見頂跡象，加上地緣政治風
險加劇，未來兩個月環球股市有機會調
整，但該行對區內市場樂觀，呼籲可趁低
吸納。
瀚亞投資客戶投資組合經理黃嘉權也相

信，「北水」撤離港股，反是買貨的時
機，就如早前「北水」掃高指數成份股
時，是外資沽貨的時機一樣。瀚亞看好今
年亞洲高息周期股，包括銀行、工業及可
選消費板塊的表現。

內銀股受壓 民行3日挫4.5%
國指跌穿1萬點大關，昨收9,983點，

跌59點。內地收緊金融業監管，A股連跌

4日，內銀股全線向下。民行（1988）發
生30億元人民幣假理財案後，再盛傳前
副行長被查，股價再跌1.5%，連跌三日
下，已累跌4.5%。
瑞聲逆市上升5.1%，並晉身成為「紅

底股」，股價一度逼近101元，收報100.3

元創新高，同業舜宇（2382）亦跟升近
3%。吉利（0175）新品牌獲大和唱好，
將評級升至買入，看好Lynk & Co的前景
及貢獻，建議現水平收集，目標價 13
元，吉利逆市大漲6.4%，是藍籌表現最
好。

■■羅淑嵐羅淑嵐（（左左））指受訪者對本港投資環指受訪者對本港投資環
境感到樂觀境感到樂觀。。旁為許長泰旁為許長泰。。 陳楚倩陳楚倩 攝攝

■■港股昨日跌幅收窄至港股昨日跌幅收窄至9898點點，，連跌連跌
33日日，，成交額成交額728728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