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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新樂視3個月內看到變化
滇金融產業來港推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馬
琳)在融創中國(1918.HK)接手樂視網
（300104.SZ） 之 後 ， 樂 視 網 新 班
子昨天舉行了首場發佈會，CEO 梁
軍在發佈會上稱，新樂視的困難是
暫時的，3 個月內會看到新樂視的
變化與不同。

據騰訊財經報道，在主題為「我們在一
起」的發佈會上，梁軍回應了關於樂

視的各種話題。「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
一步都算數。」他強調，新樂視的困難是
暫時的，一定會走出困境。

望為用戶提供長期本地化服務
講到新樂視業務，梁軍說，新樂視定
位，是提供家庭互聯網娛樂消費服務，核
心業務仍然是平台+內容+終端+應用，包括
視頻、超級電視、雲平台、影業。新樂視
的新戰略將聚焦大屏，自製內容以及生態
開放。未來，新樂視會利用已經存量的千
萬用戶，用互聯網技術給用戶帶來長期本
地化服務。

新樂視需有新嘗試新探索
他稱，過去幾年，919 樂迷電商節曾通過
創新性的「買會員、送硬件」活動和曾取
得的成績，幾乎成為挑戰京東 618、天貓雙
11 的第三大電商節。不過，在梁軍看來，
簡單的降價促銷模式無法成為新樂視的長
期核心競爭力，已有越來越多的電視品牌
在效仿樂視，因此新樂視需要有新的嘗試
和探索，LePar合夥人便是其中之一。
在最近，新樂視確定了「聚焦大屏、分
眾自製和生態開放」的新戰略方向，制定
了「聚焦目標、簡單透明、負責任」的新
文化，也任命了各業務和關鍵崗位的新管
理團隊。
梁軍又說，感謝為樂視發展貢獻過的每
個人，「無論是否是用戶、合夥人、供應
商，感謝你們的支持和付出，感謝大家對
新樂視的信任，願意一起同舟共濟。……
說一聲對不起，因為你們承受了本不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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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痛苦、非議和風險。相信困難是暫時
的，樂視一定能走出困境，因為大家在一
起，一定重新擁有最美好的未來。」

必須從挫折和失敗中學習
他表示，必須要深刻反思過去遇到的困
難和不足，並做出改變，從挫折和失敗中
學習。「接下來的 3 個月裡，大家會看到新
樂視更多的改變、更多的不同。」

兩公司被法院列失信名單
另一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中國執行
信息公開網上公佈的信息，樂視控股和樂
視移動 9 月 7 日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
名單，也就是俗稱的「老賴」。相關涉及
案件分別為今年 3、4 月間被立案，兩家公
司當時的法人代表分別為賈躍亭和賈躍

民，涉及失信金額總共超過1億元(人民幣，
下同)。
相關信息顯示，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的確
定義務，樂視控股和樂視移動應給付 5,716
萬多元，目前的執行情況均為全部未履
行。法院認為兩家公司均為「有履行能力
而拒不履行」，因而被列入失信名單。在
今年 4 月份立案的另一起案件中，樂視控股
被判應給付約 5,008 萬元，但目前也全部未
履行。兩起案件的原告包括樂視手機供應
鏈廠商之一的瑞聲科技(2018.HK)和常州麗
聲科技有限公司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佈失信被執
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失信被執行
人將在政府採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
政府扶持、融資信貸、市場准入、資質認
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懲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在昨天
舉 行 的 「2017 滇 港 金 融 產 業 合 作 說 明
會」上，雲南省金融辦公室副主任張霞表
示，雲南的金融業在最近幾年發生了很大
變化，旅遊業也釋放出很大的潛力，另亦
擁有豐富礦產，希望可以藉此機會與香港
眾多的金融機構作更多商業對接。

幣，下同)資產總額的增長，明年底能實現
1,200億至1,500億元的增長，2020年能達
到雲南省省級金融機構的前 3 位。曾勇
說，香港是亞太地區重要的金融貿易中
心，也是內地機構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希望透過今次機會與香港金融機構交流，
學習其創新思路，推動紅塔銀行進步。

致力金融全方位對外開放

雲能研設「帶路」基金

張霞表示，雲南處於亞洲地理中心，除
了山明水秀，亦具備對外開放的區位優
勢。她引述習近平主席於2015年1月在滇
考察時提出雲南發展新坐標：一是民族團
結進步的「示範區」；二是生態文明建設
的「排頭兵」；三是面向南亞東南亞的
「輻射中心」。國家在2013年將雲南定位
為「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所以省
委及省政府致力將雲南打造成金融全方位
對外開放新格局，以及面向南亞東南亞的
金融服務中心。目前雲南省人民幣貸款由
2011年1.21萬億增至去年的2.31萬億元，
金融機構從 271 間增加至 528 間，金融業
增加值佔GDP比重由4.8%增至7.3%。
雲南紅塔銀行副行長曾勇指出，該行是
一間煙草行業控股的銀行，資產增長相當
快速，目標能在今年底實現800億元(人民

雲能國際投資董事局主席張錦燦在會上表
示，公司主要圍繞「投資、融資、資本運
作」三大核心職能，積極與國際資本市場對
接，總資產達150億元，為充分實現國有資
產證券化趨勢，將會爭取於今年底取得一間
香港主板上市地位，並正與央企保險公司設
立「雲能投一帶一路海外投資基金」。
出席活動的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林廣兆認為，香港在「一帶一路」
中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建議雲南應
掌握地理優勢，亦要加強培養金融人才，
政府方面亦將有潛力的雲南企業挑出，盡
量鼓勵民營企業上市，令經濟發展加快。
另外，「2017 滇港旅遊合作香港說明
會」也於同日舉行，在會上，雲南省旅遊
發展委員會領導和有關旅遊項目負責人對
相關項目作了推介。

■ 「2017 滇港金融產業合作說明會」上，多位講者都希望兩地可以作更多商業對
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多板塊護盤 滬指保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兩市昨日雙
雙高開，之後滬指全體震盪並在尾盤險些失守紅盤。好
在白酒、飲料製作及王者榮耀等板塊均在收市前發力，
最終滬指頑強翻紅。
截至收盤，上證綜指漲 0.09%，報 3,379 點；深證成
指 0.09%，報 11,043 點；創業板指跌 0.63%，報 1,884
點。兩市交投活躍依舊，昨日共成交 7,571 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前一交易日放量1,672億元。
滬指早盤維持窄幅震盪，盤中煤炭、有色等資源股試
圖帶動股指上行，午後券商股有一波衝擊，之後遇阻回
落亦帶動滬指下行。
白酒板塊尾盤接力走強，酒鬼酒漲停，水井坊漲逾
9%，山西汾酒和沱牌漲幅均超過7%。王者榮耀板塊亦
在尾盤時分強勢上升，創維數字漲停，在這些板塊護盤
下，滬指最終翻紅。

汽車整體板塊漲幅居前
當日漲幅居前的還有汽車整體板塊，和延續前一日上
漲趨勢的新能源汽車板塊。消息層面上我國進口車市場
迎來了連續增長，10 月起京津冀禁售國六以下車用柴
油。
昨日跌幅居首的為高送轉板塊，跌 4.95%；新股
與次新股跌幅亦靠前，跌 2.24%。源達投顧稱當前
市場熱點輪動加快，同一板塊中也出現盤中分化的
情況。
海通證券認為，從指數上看，上證 50 已經逐步接
近趨勢下軌同時開始靠近 30 日均線。而滬指並未下
挫，各板塊概念的活躍度已經明顯提升。源達投顧認
為滬指或將繼續維持震盪運行的格局，等待方向的選
擇。

長沙 2702 套定向限價房年內推
香港文匯報訊 為保住房剛需，長沙市近日正式推出
萬套定向限價商品住房，2,702 套預計年內有望上市，
供應對象為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其中部分住房的銷售價
格僅為每平方米4,950元(人民幣，下同)。
據新華社報道，長沙第一批 20 個項目共建設 11,682
套，第二批建設計劃正在制定中。在首批項目中，長沙
市芙蓉區新橋小區三期項目將有 1,208 套房屋推出，其
銷售價格每平方米4,950元，明顯低於長沙樓市均價。

每平米4950元 面積不逾120平米
根據政策，長沙市定向限價商品住房套型建築以 90
平方米以下戶型為主，單套建築面積不高於 120 平方米
（含），銷售價格由政府相關部門確定，低於同地段商
品房。
這種限價房供應對象為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不動產權
屬證書上將特別註明「限價商品房」字樣，登記後 5 年

內不得轉讓。
2016 年下半年以來，曾被稱為「房價窪地」的長沙
市房價持續上漲，長沙密集升級了樓市調控措施，保剛
需成為重點。繼 8 月底宣佈試點「限房價+競地價+搖
號」新政後，長沙市此次推出大批量的定向限價房，旨
在進一步保障樓市剛需。
據全國70個大中城市7月房價指數顯示，長沙新建商
品住宅價格同比漲幅 18.3%，在 70 個城市中位列第
二。截至當月，長沙房價環比連漲 24 個月，同比連漲
20個月，均創下歷史紀錄。
有內地媒體報道，在 8 月底的新政過後，長沙市更頻
現「秒光」盤，購房指標則一度被炒至 10 萬元。二手
房價格同樣飆漲。
據中國經濟周刊統計，一年來，長沙市岳麓區、芙蓉
區、望城區金星北片區，以及雨花區、開福區的多數區
域，二手房成交價均已翻番。

人幣中間價跌 280 點子 11 連升斷纜
香港文匯報訊 人行昨日公佈的中間價報 6.5277，較
上一個交易日大跌 280 點，結束 11 連升的勢頭。在岸
CNY 和離岸 CNH 於上午 10 點雙雙大跌 100 餘點子，其
中 CNH 曾跌破 6.55 關口，最低見 6.5520。截至昨晚 7
點，CNY 和 CNH 分別報 6.5373 和 6.5424，分別跌達
100點子和70餘點子。

交易員：購匯較多 調整未完
有交易員表示，人民幣繼續大幅調整，市場情緒依舊
謹慎，流動性並不充裕。午後購匯減少，美元多頭止盈
離場，加上美元指數小幅回調，人民幣縮減跌幅。他們

並指出，周末監管層一系列動作以及近期疑似中間價過
濾，表明監管層不會輕易入市干預，基本上仍會考慮市
場自發為主；內部擾動趨於平靜之後，還需繼續關注外
部美指動向。由於月中購匯較多，短期人民幣仍有調整
空間。
路透社引述外資行交易員表示，「預期是用來打破
的，經過這波大波動之後，大家的觀點非常一致，不要
做預期……接下來還是要看美元到底是要V 型還是 L 型
了。」亦有中資行交易員表示，由於近日匯價波動太
大，做市商看不準方向，不敢輕易報價且報價點差很
大，市場上流動性並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