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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中國金融業近年發展有目共

睹，恒生銀行(中國)公司副董事長兼行長林偉中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更直言「何止一個『快』字了得」，不管是面對國際金融風暴的衝擊，

還是對外開放的步伐，中國金融行業「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他又認為，

滬港兩地定位不同，雙城記在可見的將來仍將上演。

恒生林偉中：滬港續演雙城記 順豐和菜鳥翻臉，短短2
日內引發不少互聯網大佬和

個人客戶站隊，不過兩個事主卻快速握手言
和，這使得一些剛剛表態的大佬們有些措手不
及，亦讓一眾在網絡上打口水戰站隊的網友們
頗感意外。業內人士分析，站隊背後都是利益
趨勢，儘管這場紛爭很短暫，但已經透露出不
少網絡企業想在電商領域多分食「蛋糕」的心
態。

京東網易美團力挺王衛
順豐和菜鳥兩大巨頭引發風波後，市場上迅

速作出自發站隊的舉動。京東集團CEO劉強
東在個人社交媒體上表示「相信順豐的品質、
王衛的為人」，並用語氣強烈的措辭稱隨便拿
走快遞信息是屬違法行為。其實早在一年前，
劉強東就曾預測順豐和菜鳥必有紛爭，他認為
菜鳥吸走了快遞公司大部分的利潤，但多數快
遞企業苦於沒有能力脫離菜鳥，唯有順豐可以
獨立生存。
網易董事局主席兼CEO丁磊亦公開表態支

持順豐，稱順豐是其十分尊重的企業，並表達
旗下電商和順豐的合作將進一步升級。
此外，和電商無關的一些互聯網隨後也加入

到「挺順豐」的隊伍中來。騰訊旗下的騰訊雲
發佈消息稱，助力順豐佈局雲端，並表示無論
多麼重視順豐的數據與業務安全都不為過。美
團副總裁王慧文更是以插科打諢的方式，發微
博稱美團外賣要送到豐巢，以此來表達站隊順
豐態度。

行內不願只見阿里獨大
有電商企業人士告訴記者，這次站隊看似一

邊倒的都傾向順豐，但商業市場的表態均和利
益相關。目前阿里的電商市場遙遙領先，越來
越多的其他互聯網電商也想從中分一杯羹，因
此才會抱團挺順豐，意圖借順豐來打壓阿里。
該人士還稱，這次因為國家部門出面，雙方很
快就平息糾紛，這使得不少站隊者略感失望，
因為他們本來還想就此事繼續做文章。
除互聯網大佬們的表態，順豐、菜鳥的糾紛

事件中，不少網店店主甚至網購消費者等普羅
大眾也出於自身利益自發站隊：販賣生鮮食品
的電商一直依賴順豐的速度，因此表示順豐有
理；而有些喜歡包郵的消費者則認為，離開順
豐一樣可購物，但離開淘寶則不行，因此表態
挺阿里的菜鳥。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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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菜鳥事件站隊
互聯網大佬露心跡

從1991年擔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駐北
京首席代表，到2003年在滬首開風

險管理部門。10年間，林偉中看到外資銀
行對中國業務的關注上升，並開始在內地
設置總部/辦事處，「隨着中國市場業務
擴大，越來越多企業需要對中國市場進行
深入了解」。

單靠香港難了解全中國
以匯豐為例，2003年之前，其信貸審批

等業務必須在香港完成，因為在內地沒有
相關團隊。「我們發現，僅僅在香港就想
要了解整個內地市場是不可能的。」由於
一直管理中國業務，林偉中自然擔負起開
拓中國市場的重任。

來到上海3周，林偉中即參與一個重要
項目—匯豐入股交通銀行，而那時也被其
稱為是中國經濟金融行業面臨的轉折時
期。「投資交行其實就是看準了中國市場
的機會。」在林偉中看來，15年前的中國
銀行市場還有大量的空白，但中國的開放
發展注定未來的輝煌。資料顯示，匯豐當
時以每股1.86元（人民幣，下同）入股，
持有77.75億股交行股份，佔該行增資擴
股後19.9%，共投資144.61億元，這也是
當時外資行參股內銀的最大單交易。
之後，中外資銀行的合作更加全面豐

富，林偉中坦言，「過去好多人擔心中國
的銀行要倒閉，但時間證明他們是錯
的。」十幾年間，從無到有再到繁榮，不

僅是很多企業的真實經歷，也是中國內地
經濟發展的寫照。

上海總部經濟效應突顯
作為長三角龍頭，上海的發展讓林偉中

驚歎，從最早期的外資銀行在滬開始恢復
在華業務，到外資銀行法人化破冰，第一
批外資銀行子行在上海進行註冊，再到上
海的總部經濟效應逐漸突顯，林偉中笑
言，上海實現「快快」發展。

近年來，隨着滬港通的開啟等，滬港兩
地聯繫更加緊密，「滬港兩地有着各自不
同的定位，不存在誰取代誰。」林偉中直
言，「中國的資金總量、外匯儲備量如此
龐大，需要穩走，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開
放。」而香港的離岸中心功能不可取代，
香港還將成為中企走出去的最直接平台。
他認為，滬港雙城記在可見的將來仍將上
演，且將得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並發揮各
自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神華能源
（1088）母公司神華集團（601088.SH），
以及國電集團旗下上市公司國電電力
（600795.SH）昨日雙雙發佈公告，指A股
股票自今日起停牌，擬籌劃涉及公司的重大
事項。
神華在港交所公告中指，接到集團通知，獲

悉其擬籌劃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項，該事項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尚需獲得有關主管部門批
准。為避免造成公司股價異常波動，經申請，
公司A股股票自2017年6月5日起停牌。
早在3月，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就曾提出，

2017年要深入推動中央企業的重組，尤其在
鋼鐵、煤炭、重型裝備、火電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直播產業熱潮不斷，帶
動業內公司的業務擴展。天
鴿互動（1980）首席運營官
兼代理首席財務官麥世恩近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集團考慮明年會分拆成三
間上市公司，但具體的分拆業
務和上市地點還有待考慮。除
全力經營直播業務外，集團也
正在進行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開
發。
對於直播平台「主播」這
一新興職業，麥世恩介紹，
集團目前擁有約1萬名全職主

播，以18歲至25歲的年輕人
為主，八成為女性。他們每
月都有固定底薪，直播時觀
眾送出的「打賞」即額外的
獎金，會與集團五五分成。
他透露，大部分主播的收入
在5,000元至5萬元(人民幣，
下同)之間，但「這個月有大
客戶，一下就打賞了二三十
萬元（予主播）」。

直播加電商具潛力
他形容去年是「直播元

年」，大大小小有近三百家
直播平台。不過，今年行業

大洗牌，大平台整合，小平
台併購。就現階段而言，
「直播加電商的模式有發展
潛力，可以嘗試」，而其他
更深層次的發掘，如遊戲、
教育等就仍有困難。但他相
信，在激烈的競爭後，行業
會越來越精品化，未來仍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
天鴿互動今年首季權益持有

人應佔溢利9,807萬元，年增
254%，麥世恩表示，對集團今
年整體利潤提升有很大的信心。
期內主推短視頻平台「喵拍」，
推廣成本佔支出的1%至2%。

神華國電停牌
或涉重組

天鴿互動或一拆三上市

■麥世恩指，年輕人對電
視依賴減少，部分直播產
業可替代電影功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

■林偉中認
為：「過去好
多人擔心中國
的銀行要倒
閉，但時間證
明他們是錯
的。」
相片受訪者

提供

本港股市上周五再升至23個月
高位。總結上星期，四個交易日，
恒指累升284點。如看好恒指突破
二萬六，可留意恒指認購證
（15724），行使價26,300點，2018
年 4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相
反，如看淡恒指，可留意恒指認沽
證（15726），行使價24,500點，9
月到期，實際槓桿13倍。
今年港股表現理想，連升五個
月，累升近18%。不過，一批大藍
籌如港交所（0388）及中移動（0941）
表現落後大市。如大市要進一步上
升，或需要這批藍籌接力。港交所
上周五就發力上升，突破200元，
為三個月以來首次；更以全日最高
位205元收市。如看好港交所，可
留意港交所認購證（27825），行使
價219元，2018年2月到期，實際
槓桿7倍。

中移動今年來僅升4%
中移動今年以來只錄得 4%升
幅，表現只比逆市下跌的石油股
好。如看好中移動有機會追落後，
可留意中移動認購證（13111），行
使價90.43元，9月到期，實際槓
桿16倍。
騰訊（0700）上周出現調整，曾跌
至20天移動平均線水平，周五收
報270元，全周下跌2.8%。如看好
騰訊，可留意年期較長的騰訊認購
證（16077），行使價300元，2018
年 6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另
外，可留意較貼價的騰訊認購證
（16208），行使價290元，12月到
期，實際槓桿6倍。如認為騰訊今
浪調整未完，可留意騰訊認沽證
（15848），行使價240.88元，10月
到期，實際槓桿9倍。
澳門5月份博彩收入數據理想，
帶動銀河娛樂（0027）升至兩年半高
位，全星期上升5.5%。如繼續看
好銀河娛樂，可留意銀河娛樂認購
證（13504），行使價49.88元，10
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
有限公司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
等資料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
或遺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資料並不構
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邀請，建議
或推薦。認股證/牛態證屬無抵押結構性產
品） 本欄逢周一刊出

美元轉弱 亞股上升空間大

亞洲國家經濟數據多數優於預期，搭
配美股續創新高價位，投資氣氛樂觀帶
動亞股續揚。日本首季企業資本支出增
長4.5%、優於預期且為五個季度以來最
大增幅，經濟數據利好推升日經225指數
突破兩萬點關。
過去一周摩根士丹利亞洲不含日本指

數上漲0.63%，亞洲不含日本小型企業指
數上漲0.76%。

資金持續回流亞股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指出，亞洲經濟前

景與企業盈利改善，加以估值偏低，仍
有吸引資金回流空間。美國5月非農新增
職位僅13.8萬個，遠低於預測，且中國5
月財新製造業指數由50.3下滑至49.6，為
11個月來首度滑落擴張點之下，壓抑投
資者對商品市場之信心，所幸美元弱勢

下，資金持續回流亞股，新興市場周線
僅小幅收低。總計過去一周摩根士丹利
新興股市指數下跌0.12%、摩根士丹利新
興市場小型企業指數上漲0.57%。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資金回流效

應帶動亞洲股市於今年前四個月漲勢亮
眼，不過現階段亞洲出口仍處改善趨
勢，不僅受價格上揚影響，實質出口量
能也有所增溫。以中國為例，摩根士丹
利以其全球貿易領先指標觀察，顯示中
國出口可望持續處於復甦軌道，今年出
口增長率將創2012年來最佳水準，此也
將提振國內企業資本支出動能，可望紓
減中國官方於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等領域

緊縮政策對國內需求產生的衝擊。

中美貿易進展有利氛圍
此外，中美雙方在「百日計劃」的貿易

談判上的持續進展，有助降低先前市場擔
心的兩國爆發貿易戰爭風險，有利提升整
體亞股投資者風險偏好。亞股預測市盈率
相較全球股市仍有逾二成折價空間，且依
據高盛證券資料，在一萬億美元規模的全
球股票型基金中，相對指數約減持亞洲市
場500個基本點，在股市持續上漲下，經
理人將有回補亞股倉位壓力，預期在基本
面、評價面等優勢下，亞股仍有持續吸引
資金回流空間。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5月非農業新增職位13.8萬個，遠低於預期，

美元轉弱，有利資金持續回流亞洲股市，亞股仍將成

為基金增持對象。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非農數據遜色 金價高歌猛漲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美國上周五公佈5月份非農就業數
據，非農就業崗位增加13.8萬個，遜
於預期的增加18.5萬個，同時下調4
月份由增加21.1萬個降至增加17.4萬
個；民間就業崗位增加14.7萬個，差
於預期17.3萬個，當中製造業就業崗
位由預期增加5,000個，變為流失
1,000個，政府部門就業崗位亦由預
期增加1.7萬個變為減少9,000個；失
業率再下降 0.1%至 4.3%水平，為
2001年以來最低水平；至於美國5月
平均時薪較前月增長0.2%。數據公
佈後，美元匯價應聲下挫，美匯指數
失守97關口，跌見至96.65的半年低
位，金價則升見至最高1,279.60美元
上方。

又遭恐襲 英大選添變數
本周將有一系列密集數據公佈，先有中、
英、美的PMI數據公佈，還有澳洲、日本和
歐元區GDP、中國CPI和PPI。另外，澳洲聯
儲和歐洲央行都將發佈最新利率決議，預計澳
洲聯儲或將維持利率不變，但歐洲央行利率決
議或整體偏鷹派。除此之外，英國也將在6月
8日(周四)進行大選，隨着英國首相文翠珊的
民調領先優勢不斷縮窄，此次大選結果也存在
了更多不確定性，料將對市場走勢產生較大影
響。另外，就在大選之前4天，亦即在剛過去
的周六，倫敦再度發生連環恐襲，市內三處地
點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暴力襲擊，一輛客貨車
在著名景點倫敦橋上剷上行人路及高速撞向人

群，博羅市場有狂徒揮刀斬人，而倫敦南面的
沃克斯豪爾區也發生斬人事件，警方已把今次
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
倫敦黃金走勢方面，近日價位守在250天平

均線1,258美元水平上方，故應當留意若後市
失守此區，或會更為強化金價的回調趨向。下
試水平料會看至1,254美元，為近月漲勢的
38.2%調整水平，擴展至50%及61.8%則為
1,246及1,239美元。另一方面，當前阻力料為
1,284及250周平均線1,305美元。從月線圖而
言，由2011年9月高位1,920.30延伸了一道下
降趨向線於1,294美元，需注意若後市金價可
突破此區，將啟示着黃金或會扭轉過去五年多
的弱勢，得以重踏升軌；較大阻力將看至
1,320美元水平。

動向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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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數據公佈結果 （5月29日-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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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美國

6:00PM

3:00PM

8:30PM

10:00PM
6:00PM

3:00PM

9:45PM
3:00PM
8:30PM
10:00PM

6:00PM
8:30PM

5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5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5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4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5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4月份個人收入
4月份個人開支

5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4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5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4月份零售銷售#
4月份失業率

5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第1季批發銷售#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4月份建築開支

5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4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5月份失業率
5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4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109.2
+2.8
-3.3
+6.1%
+1.5%
+0.4%
+0.4%
117.9
9.3%
+1.4%
-0.9%
3.9%
59.4
+4.5%
24.8萬
-1.4%
54.9
+4.3%
4.3%
+13.8萬
476億

109.7
+2.6
-3.6
+6.1%
+2.0%
+0.2%
+0.3%
119.4
9.4%
+1.9%
+2.3%
3.9%
58.3
+8.0%
23.5萬
+1.1%
54.8
+3.9%
4.4%
+17.4萬
45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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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 （6月5-9日）

日期
5

6
7
8

9

國家
美國

歐盟
澳洲
澳洲
日本
歐盟
德國
美國
德國
英國

香港時間
8:30PM

10:00PM
6:00PM
9:30AM
9:30AM
7:50AM
6:00PM
3:00PM
8:30PM
3:00PM
4:30PM

報告
第1季非農業生產力（修訂）

4月份工廠訂單
5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4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第1季國內生產總值#

4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4月份來往賬盈餘（日圓）

第1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4月份工業生產#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4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4月份工業生產#
4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英鎊）

預測
-

-0.2%
57.6
-
-
-
-
-
-

24.4萬
-
-
-

上次
-0.6%
+0.2%
57.5
+2.3%
+1.9%
38.04億
2.908億
+1.7%
-0.4%
24.8萬
254億
+1.4%
49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