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88月月232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兩  地  產  經B4 ■責任編輯：楊偉聰

中糧包裝覓包裝企業收購
或增持加多寶 供罐比例增至70%

他相信，加多寶能為集團帶來中
長期的訂單供應，未來將提高

加多寶供罐比例至70%。另外，問及
加多寶未來目標是否上市？還有中糧
會否增持加多寶股權等？張新回應
指，只要對雙方公司有好處的，什麼
也有可能發生。至於未來的收購目
標，張新指目標為一些包裝企業，上
半年已用了約2億元（人民幣，下
同）作併購，撇除併購開支，公司全

年資本開支會在4億元內。

全年資本開支料4億內
張新續指，由去年開始，中糧包裝

的派息比率已由過往的20%提升至
50%，由於下半年未有新的併購，相
信派息比率會維持一段時間。至於在
上市10周年會否派發特別息，張新則
請大家拭目以待。對於會否回購股
份，張新認為由於中糧包裝沒有加入

深港通，所以讓股價低落，但加入是
遲早的事，加入後根本沒有回購股份
的需要。
中糧包裝日前公佈上半年盈利為

1.68億元，按年升11.3%，主要受惠
於銷售規模增長及費用控制帶動盈
利。每股基本盈利約0.14元，派中期
息每股7.1分。期內收入28.51億元，
按年升11.2%；整體毛利率17.1%，
按年下跌2.1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糧包裝（0906）早前入股涼茶品牌加多寶約三成股權，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宣判王老吉與加多寶共享「紅罐」包裝。中糧包裝主席張新昨於傳媒午宴中指出，

法院的判決定下了加多寶正規的地位，目前加多寶正努力趕上訂單進度，因之前忙於處理官司，

基本上處於零庫存狀態，目前仍欠市場1,000萬箱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建築承建商IBI
（1547）行政總裁夏利爾昨在傳媒午宴表示，公司
有意尋求更多併購機會，屬意性質相似的公司，規
模並非最主要考慮。公司並打算擴展業務到其他地
區，對內地市場，特別是深圳和上海等一線城市均
有興趣，預料明年進軍內地。
夏利爾表示，零售市道表現不會對公司造成大影

響，市場上的店舖搬遷反而會帶來更大機會。例如
中環商廈租金上升，有銀行辦公室由中環搬遷至觀
塘，以及更多中資公司在中環設置辦公室等。他又
看好本港裝修項目和改建及加建項目業務前景，透
露截至目前邀請公司進行投標的工程項目數量較去
年同期增長一倍；公司9個項目團隊的訂單已全
滿，相信2018財年收入及利潤均會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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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航採用渣打移動錢包收款

IBI覓併購 明年進軍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 渣打中國昨宣佈，其成功為上海
吉祥航空完成移動錢包收款。吉祥航空成為首家通
過外資銀行整合收款渠道實施線上銷售微信收款的
中國航空公司。
吉祥航空首席財務官李兵表示，考慮到內地出境

遊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境內遊，公司計劃繼續開拓國
際市場。中國消費者相對更依賴數碼化交易，許多
乘客是通過網站、移動應用程式以及微信賬戶購買
機票。吉祥航空因為多渠道的付款方式不得不保留
大量賬戶以查收付款和接收交易報告。他認為移動
錢包簡化了收款流程，有效改善現金管理。
渣打中國企業及金融機構集團總經理魯靜則對此
表示，數碼和移動支付提供了一種方便快捷的轉賬
和收款方式。為了能給消費者提供便利，愈來愈多
像吉祥航空這樣的B2C企業開始將業務電商化。該
銀行的移動錢包解決方案可以提供連接多個支付通
道的一站式入口，並整合匯報所有的收款交易，許
多來自航空業、製造業、物流業、快消業、汽車業
和教育等行業的企業客戶均對該移動錢包解決方案
表示出興趣。

■張新指，加多寶能為集團帶來中長期的訂單供
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佳能
香港與NTT Communications昨宣佈攜
手推出全新的雲端影像分析方案，透過
實時分析影像，提供人流統計、人臉辨
識、人流密度、中央處理及兼容度高的
平台，為零售業提升競爭力。

線下大數據分析潛力大
佳能香港商務影像方案及數碼印刷

部總監及總經理陳志剛認為，網上商店
的大數據分析已達成熟的階段，但線下
的大數據分析則仍是「石器時代」，發
展空間很大。陳志剛補充，相關技術已
有很多人提及過，但可能因為攝錄影像
質素不高、上網頻寬不夠及缺乏統一平
台等因素，令市場未能引入這些技術。
傳統的攝錄鏡頭只用作監控及保安功

能，但透過佳能是次推出的全新影像分
析方案，將會令攝錄鏡頭發揮更大作
用，改善銷售。
中央處理平台能處理不同功能，如

即時觀看、影像儲存，甚至結合不同影
像應用程式作分析報告及圖表，整合成
有意義及簡單易明的資料，協助每一步
的商業決定。陳志剛預計，此項新技術
將吸引到與人流有關的行業，以及高級
消費品等，例如珠寶，甚至物業買賣方
面。
NTT Com Asia Limited企業方案副

總裁陳兆恒則引述調查指，94%香港零
售商願意採用新科技以提高競爭力，
40%願意採用大數據及人工智能分析，
47%願意採用多零售渠道及O2O方
式。

佳能推雲端影像分析方案

■陳志剛（中）指，線下的大數據分析發展空間很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由樂視控股創辦
人賈躍亭控制、流動資金緊絀的酷
派集團（2369）昨稱，其主要附屬
公司遭到浦發銀行深圳分行民事追
討約9,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承兌匯票款項，為第三宗技術違
約。
酷派集團周一晚公告，公司近日

接到浦發行深圳分行對其主要附屬
公司東莞宇龍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人）、酷派軟件技術（深
圳）有限公司（第一擔保人）及宇
龍計算機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第二擔保人）的民事起訴狀，
要求深圳市福田區法院判令借款人
立即補足銀行承兌匯票保證金約
8,997萬元。

儘管涉及的兩張銀行承兌匯票均
於2018年1月中到期，惟原告指，
經其調查發現，借款人、第一及第
二擔保人涉及多宗訴訟案件，且重
要資產被法院查封凍結。依據《融
資額度協議》、兩份《開立銀行承
兌匯票協議書》及相關擔保合同的
相關條款所規定，上述已經構成借
款人、第一及第二擔保人對原告的
違約。
酷派表示，該承兌匯票目前尚未

到期，因此公司已聯絡律師正積極
收集證據，以對民事起訴狀作出抗
辯。

先後三訴訟共涉2.4億
自上月平安銀行深圳分行基於作

為擔保人之一的酷派一家附屬公司
財務狀況惡化並將嚴重影響借款人
的經營及履約能力，而向深圳市中
級法院提起訴訟以來，先後觸發寧
波銀行及浦發銀行的承兌票據技術
違約；三起訴訟合共追討 2.4 億
元。
因未能在規定期限前發佈2016

年度業績而停牌近5個月的酷派此
前公佈，其經營未有改善，仍處於
虧損狀態。初步評估截至今年7月
底止的營業收入約27.16億港元，
相比去年同期下滑約52%，且流動
資產已低於流動負債，近期償債壓
力加大。董事會正與銀行、機構以
及有意合作人士溝通以制定持續經
營計劃。

361度童裝收益增長續勁
香港文匯報訊 361度（1361）
昨公佈中期業績，集團上半年權益
持有人應佔溢利上升 16.5%至約
3.18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
盈利 15.4 分，中期息每股派 6.1
分，增22%。公司表示，未來將努
力穩步提升派息比率，以回饋股東
長期的殷實支持。

半年多賺16.5%增派息
集團今年上半年營業額上升

9.5%至27.98億元，主要受上半年
訂貨會訂單增長所帶動，同時亦反
映內地運動服飾行業踏入穩步增長
期。期內，鞋類產品銷售佔營業額
的比例增加至46.8%；服裝銷售佔
營業額的40%。另外，361度童裝

的收益延續強勁走勢，增長12.8%
至約3.07億元，佔集團營業額的
11%；反映童裝業務已建立成熟的
客戶基礎，且增長潛力巨大。
上半年的毛利約為11.84億元，

毛 利 率 上 升 0.9 個 百 分 點 至
42.3%。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周轉
天數減少11天至152天。整體營運
資金周轉天數減少10天至66天。
截至今年6月底，集團在內地的

總零售門店5,859間，當中有1,227
家為複合店，佔門店總數約
20.9%。同期集團在巴西、美國、
歐洲及台灣分別擁有1,116個、848
個、135個及23個銷售網點，在歐
洲已覆蓋英國、德國、法國、奧地
利及瑞士。國際版的產品亦在中國

內地125家位於一二線城市的361
度門店有售，以迎合消費者升級的
需求。

電商勢成增長新動力
隨着電商行業急速發展，集團亦

着力構建其現代電子商務平台，以
期抓住業務發展的新動力。現時集
團主要透過天貓、淘寶及京東等電
子商務平台，推出網上專供品以達
成產品差異化，形成電商與零售店
舖的線上線下協同效應。上半年，
電子商務收益約1.15億元，佔總營
業額約4.1%。未來，集團將持續推
進現代電子商務的網絡銷售，將其
發展成為集團收益的重要組成部
分。

通天酒業擬入股樂視旗下電商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通 天 酒 業
（0389）昨表示，集團就可能收購
北京網酒網電子商務公司（北京網
酒網）25.53%股權，於8月21日與
潛在賣方訂立諒解備忘錄，有關代
價有待共同協定。北京網酒網隸屬
於樂視控股，於2013年正式營運，
現已發展為成熟的全行銷平台，擁
有500萬線上消費用戶和3,000家
核心合作夥伴及完整的零售面佈

局。
集團預期交易一經落實，除資本

合作以外，未來雙方將基於該集團
多年形成的供應鏈生產、多元上游
產業鏈完整佈局；並透過北京網酒
網在全國的B2C（企業對客戶）、
B2B（企業對企業）、O2O（線上
到線下）全管道網路和品牌行銷能
力展開全方位的業務合作，塑造內
地葡萄酒行業最強生態圈。通天酒

業計劃整合兩家企業之銷售及分銷
管道，以便擴展集團之銷售及分銷
網路，並降低市場推廣及宣傳開
支。
倘建議交易根據正式協議落實及

完成，通天酒業可自行選擇以額外
出資、資產注入或其他方式於北京
網酒網作出進一步投資，以進一步
增加其於北京網酒網之股權，並收
購北京網酒網之控制權。

酷派遭浦發行追債90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