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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房地產業務需要大

量資金，內地有實力的地產商一直以

來都青睞海外發債融資，不過隨着內

地對樓市調控的收緊，內房企海外發

債似乎也不那麼容易了。路透社引述

來自銀行業人士和地產開發商的消

息指，二季度以來，國家發改委已基

本停止審批內房企海外發債的批文。

業內估計，內房企短期內海外發行美

元債券將暫歇。

發改委傳停批房企海外發債
首季發債45億美元 直逼去年全年規模

■常州市委
書記費高雲
在開幕式上
致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賀鵬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常州
報道）第十二屆中國常州先進製造技術
成果展示洽談會昨日開幕。本屆展洽會
期間將有65個內外資項目集中簽約，
總投資約合 396 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開幕式上共有44個重點
項目集中簽約。

騰訊阿里華為爭相佈局
簽約企業包括騰訊、阿里巴巴、華

為等眾多國內外科技龍頭企業，例如騰
訊將與常州科教城合作，建設常州騰訊
雲基地，依託當地雄厚的智能製造產業
基礎，積極推廣騰訊「雲+智造」技
術；阿里巴巴則與武進國家高新區管委
會合作，新建阿里巴巴創新中心；華為
也與常州經開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積
極佈局常州這一長三角重鎮。
本屆展洽會還展示了一批創新企業

和高校院所的創新技術和產品，包括腦

電波控制機器人、智能服務型機器人、
智能消防滅火無人機、機械荷花等，令
人大開眼界。
常州市委書記費高雲指出，近年
來，一大批常州企業通過產學研合作增
強了自主創新能力，帶動了產業轉型創
新，「十大產業鏈」建設成效顯著。國
家石墨烯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已集聚石
墨烯材料及下游應用企業70餘家，產
業規模佔全國一半比重，成為全國石墨
烯產業發展的「領頭雁」。

穗舉辦創新創業成果交易會

常州展洽會引資近4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內地快遞行業計劃從6月起調整快遞費用，
包括多家已經上市的快遞企業，擬每單上漲
相同的派送費用。業內認為，目前快遞面臨
業務增速下降、受大型電商壓搾利潤等現
象，只能用漲價來對應。不過，此次集體提
價若是存在事前協商，則有壟斷之嫌疑。

行業步入降速階段
據了解，目前已在企業內網發佈《關於全
網派費調整的通知》的快遞企業共計6家，
除行業巨頭「四通一達」的申通、圓通、中
通、百世匯通、韻達之外，亦包括天天快遞
在內。且上調價格出奇地一致，都是將快遞

派送費在原有基礎上每票提高0.15元（人民
幣，下同）。
業內分析指，此次調價或和快遞行業需求
開始進入降速時期有關，從國家郵政局發佈
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快遞發展指數報告來看，
目前內地快遞行業整體進入「降速階段」，
雖然2017年一季度業務量增速為31.5%，但
相較2016年一季度同比增速56.4%的數字，
有了明顯的增速下滑。

電商壓搾快遞利潤
興業證券研報亦指，除行業降速外，快遞
企業還面臨成本上漲難題。目前快遞成本端
發生剛性上漲，原本行業平均1元至1.5元的

派件費對於加盟商和快遞員來說均不能滿足
日益上升的成本。
另據了解，目前電商規模集中化和大型化

亦對快遞利潤造成一定影響。有業內人士透
露，接單大型電商的價格目前已經被壓低到
每單3元。興業證券也表示，電商集中化造
成只有少數快遞網點可以攬件。而快遞利潤
的大頭部分在於攬件，可實際上大部分網點
只能承接派件任務。
對於這次6大快遞一起上調價格，興業證券
認為是行業默契度超預期。同濟大學知識產權
與競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旭稱，反壟斷法中
是不允許溝通協商漲價的。而快遞業內傳出的
聲音則是：沒有協商，只是行業一致的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商務部公佈，4
月份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FDI）
599.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
降4.3%；今年1月至4月FDI為2,864.1
億元，同比微降0.1%。
據刊於商務部網站刊登的新聞稿

稱，4月當月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3,343家，同比增長42.7%；1月至 4
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9,726
家，同比增長17.2%。
今年1月至3月中國FDI同比增長

1%，其中3月同比增長6.7%。路透根
據商務部發佈數據測算，中國1月至4
月ODI（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規
模為263.6億美元，4月單月約為58.2

億美元，同比降幅高達70.9%。

服務業使用外資2124億
商務部外資司負責人表示，前四個

月，行業吸收外資總體保持穩定。服務
業實際使用外資2,124.9億元，同比增
長5.5%，佔外資總量比重的74.2%。
其中，建築業同比增長146.3%，運輸
服務業同比增長39.9%，信息、諮詢服
務業同比增長6.4%。
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717.2億元，佔

外資總量比重的25%。
其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

同比增長32%，通用設備製造業同比
增長28.4%。

4月FDI錄599億 同比降4.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受外圍市場拖累，A股持續走
低。周四滬綜指收市挫0.46%，再度落
於3,100點下方，深成指失守萬點大
關，雄安概念板塊大跌。惟受中國可燃
冰試採成功消息影響，中海油服、石化
機械等概念股逆勢封漲停。

可燃冰概念股漲停
受隔夜歐美股市大跌影響，滬深兩

市大幅低開。滬綜指開盤重挫0.71%，
但之後環保、白酒股紛紛崛起，大市很
快掉頭上行，11時後指數重返3,100點
上方，幾乎收復所有失地。但午後雄安
新區板塊集體插水，滬指回踩早盤低
點，臨近尾盤略略企穩。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3,090點，跌14點或0.46%；深
成指報9,974點，跌55點或0.56%；創
業板指報1,813點，跌9點或0.5%。兩
市共成交 4,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周三收窄735億元，其中滬市
成交1,681.5億元。
國土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當日宣

佈，中國正在南海北部神狐海域進行的
可燃冰試採獲得成功，標誌着中國成為
全球第一個實現了在海域可燃冰試開採
中，獲得連續穩定產氣的國家。消息刺
激中海油服股價攀升，臨近尾盤封漲
停，股價報12元；石化機械亦飆至漲
停，報16.07元；傑瑞股份、海油工程
大漲逾7%、博邁科升近5%。油氣設
服板塊領漲兩市，整體升幅錄得
3.6%。不過，巨豐投顧分析，相關概
念股雖然盤中拉升，但目前行情低迷，
不建議隨意追高。
此外，園林工程、福州新區、石油

行業、頁岩氣、前海概念等板塊也都逆
勢收紅，雄安概念股表現糟糕，雄安新
區、河北板塊、京津冀跌幅居前，低收
逾2%。

雄安概念挫 滬指失守3100

■■葉志成葉志成((左左))以自身經歷勉勵年青人以自身經歷勉勵年青人。。旁旁
為葉子涓為葉子涓。。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攝

香港「化工大王」、葉
氏化工集團主席葉志成自
資開拍的勵志公益電影

《20：16》在上海舉行觀影禮，作為影片故
事原型的葉志成和紫荊花油漆品牌創始人葉
子涓均有現身。葉志成希望通過自己的親身
經歷，鼓勵年輕人堅持信念：「越是關鍵的
時刻越不能慌，鎮定才能贏得一切。」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重現了葉志成
艱苦而傳奇的創業經歷。葉志成16歲參加廣
東省乒乓球隊員選拔賽時，在以20：16領先
對手的情況下，因失誤遺憾輸掉比賽。21歲
時，決心離家的葉志成帶着妹妹葉子涓，從
深圳灣游泳8小時抵達香港。
此後，他們用4,000港元在一個4平方米的

店舖中開始了創業，取名「恒昌行」，歷經
多年艱苦創業，用心追求與突破，創立了葉
氏化工。

關鍵時刻不能慌 鎮定贏得一切
在上海觀影禮現場，葉志成表示，回想起

當年那場輸掉的乒乓球比賽已恍如隔世，但
這場比賽賦予他的人生感悟卻銘記於心，越
是關鍵的時刻越不能慌，鎮定才能贏得一
切，人生中總有許多20：16的時刻需要面
對，只要堅持信念，重新出發，總會在人生
的另外一個賽場上贏得勝利。
葉子涓至今還記得當初與哥哥一起赤腳走

過蠔田，腳下血流成河的場景：「那對於我
們是一次重生，拚搏的意念已經像蠔田的荊

棘一樣扎入了我們的身體裡，未來我們只有
更加努力地堅持奮鬥。」《20：16》昨天起
全國公映，所有的淨票房收入不扣除製作費
用，全部撥捐做慈善公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
�
&

葉志成勉勵年輕人堅持信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記者從廣州市政府新聞發佈會上
獲悉，5月25日至26日，2017中國創
新創業成果交易會將在廣州舉行，來自
國內外超過1,300項科技創新成果項目
將在現場展示，並開闢優秀項目對接專

場。本屆創交會參展單位近700家，展
覽面積約2萬平方米。
展會還特設「一帶一路」主題展區

和粵港澳大灣區主題展區，專門為相關
國家和地區之間搭建創新創業成果展示
和交易平台。

阿里第四季盈利增38%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巴巴集團公佈第

四財季業績。得益於內地電子商務市場
的強勢支撐，截至3月31日的2017財年
第四季度，集團經調整的EBITDA（息
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為165.97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4%。非美國
通用會計準則下，季度盈利增長38%至
104.4億元，攤薄後每股盈利增長45%至
4.35元。

季度收入增六成勝預期
期內，阿里季度總收入增長60%，至
385.8億元，高於市場分析師預期的約
360億元，集團新聞稿指季度收入增幅

創IPO以來的新高。其中，數字媒體和
娛樂業務收入同比增長234%，至39.27
億元；雲計算收入同比增長103%，至
21.63億元。公司核心的電商業務收入增
長47%，至315.7億元。
2017年財年計算，阿里2017財年全年

收入總計 1,582.73 億元，同比增長
56%，增幅仍高於集團上調後的全年收
入增長指引53%。中國零售平台全年
GMV（商品交易額）增長22%至37,670
億元，其中天貓GMV 同比增長29%至
15,650億元。
按非美國通用會計準則計，2017財年

全年，集團盈利同比增長35%至578.71

億元，攤薄後每股盈利增長40%至23.44
元；全年自由現金流達687.9億元，較
2016財年的512.79億元增加34%。

60億美元回購計劃獲批
據彭博新聞報道，阿里巴巴的第四季

度每股盈利為4.35元，低於分析師預期
的4.51元。主要受稅務支出上升以及公
司大筆資金投入娛樂業務和雲計算領域
影響。季績公佈後，昨晚阿里巴巴股價
在美股盤前曾下跌3.9%。
另外，阿里巴巴還宣佈批准了一項至

多60億美元、為期兩年的股票回購計
劃。

另外，彭博也引述來自七家銀行與券商參
與債券發行的人士稱，自二季度以來一

直未收到中國發改委對地產海外發債的批
覆。其中六位人士更稱，城投海外發債申請
亦未獲批。而目前已啟動發行的部分地產商
海外發債是二季度以前批覆的。中資公司發
行企業債需要由發改委審批。

嚴格限制房企境外融資
內地樓市調控去年起收緊。去年下半年政
府就已採取措施，減緩房地產開發商在境內
證交所市場發行公司債。境內受阻轉道海
外，這導致今年第一季出現一波海外發行美
元債券熱潮。
路透指，內房企今年迄今這類債券的發行
規模總計達45億美元，在亞洲企業總計發行
的1,338億美元債券中佔3%。數字已接近去
年全年57億美元的美元債規模，且遠高於往
年同期8.1億美元的平均水平，以往企業主要
通過境內債券市場融資。
不過，政府要為房地產降溫。隨着3月下

旬以來樓市調控再度趨緊，內房企的海外融
資大門也關上了。路透引述市場人士稱，監

管部門目前嚴格限制境外融資，有發展商表
示，今年初發行的債券是去年就獲批的，預
計下半年不會有新債發行。有發展商稱，海
外發債的審批程序拖後了。
今年的企業債發行由國有企業主導，這些
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往往好於私營企業。
即將在市場發債的開發商，要麼是第一季就
獲得了發行批文，要麼來自不用面對國企激
烈競爭的較弱省份。

龍光世茂獲准首季發債
報道又指，位於深圳的龍光地產（3380）

周三宣佈將發行4.59億美元優先票據，擬將
資金用作當前債務再融資。據銀行方面稱，

此次發行是第一季度就獲得批准的。世茂房
地產（0813）一位人士稱，公司已於第一季
獲准發行美元債，不過補充公司目前尚無具
體發行計劃。
有香港銀團貸款人士透露，經過第一季頻繁

的融資活動後，第二季已經收緊了批准進程。
雖然美元信貸供應收緊，但開發商還有銀

行貸款等其他選擇。世茂和龍湖地產
（0960）上周表示，他們已經獲批在境內銀
行間同業市場發行中期票據。
評級機構穆迪亦表示，今年內地房地產開
發商的再融資風險並不大，因房屋銷售的繁
榮仍給其資金流動性帶來有力支撐。而這些
公司所發債券到期的高峰是2018年。

■阿里巴巴集團公佈第四財季業績，期內季度盈利增長38%至104.4億元。
資料圖片

快遞巨頭下月起齊加運費

■路透社消息指，國家發改委已基本停止審批內房企海外發債的批文。圖為東莞一個在建樓
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