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第三季風投交易102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畢馬威昨發佈《風投脈搏》報告指

出，內地公司在今年第三季錄得95宗風投交易，集資
102億美元，當中包括一些大型交易，佔全球十大風投
融資交易宗數的一半，在亞洲首12宗交易中佔據10
宗，包括新聞引擎《今日頭條》籌集的20億美元和電
動汽車製造商北京新能源汽車籌集的16億美元。
報告指出，內地的人工智能、機械人技術以及其他

技術使能（tech enablement）的新產業都吸引了大量
投資，這個速度預計將會持續下去。科技巨頭企業也
在尋求辦法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能力。許多公司正進
行巨額投資去提升它們的技術能力，並擴大自己的人
工智能團隊規模。

人工智能續成熱門題材
畢馬威中國客戶諮詢和創新事務主管合夥人查瑋亮

表示，人工智能一直是風險投資者幾個季度來最熱門
的題材，問題在於如何才能將其整合到商業化產品
中。金融服務和醫療保健等行業正專注於將人工智能
作為轉型數據分析的一種手段，但是人工智能在適用
性方面，其可能性幾乎是無限的。不過他強調，「毫
無疑問，它在未來幾年將繼續成為一種趨勢。」
報告亦指出，從全球來看，風險投資交易在2017
年第三季度下降至2,672宗，是2011年以來的最低水
平。然而，總投資仍十分強勁，達394億美元，是
2010年以來第四個金額最高的季度。

香港文匯報訊 華潤電力（0836）昨日公佈，今年
9月附屬電廠售電量達到1,240萬兆瓦時，較去年同
期下降了8.1%。今年首9個月附屬電廠累計售電量達
到1.2億兆瓦時，較去年同期上漲6.9%。首9個月附
屬燃煤電廠同廠同口徑售電量較去年同期增加
2.4%。河北省、湖北省、廣東省、河南省及其他省
份分別錄得8.4%、6%、0.8%、0.3%及 4.6%的升
幅，江蘇省錄得0.3%的降幅。

潤電9月附屬電廠售電量跌8%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保（1339）公佈，於河北雄
安新區註冊成立養老保險公司，註冊資本為40億元
人民幣。據公告，中國人民養老保險責任有限公司的
營業場所在北京市，將從事團體養老保險及年金、個
人養老保險及年金、短期健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及
相關的再保險業務。

人保雄安設養老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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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財政部計劃在香港發行20億美元主權債券，消息

指財政部昨天在北京會見銀行家，討論有關發行事宜。彭博引述其

中知情人士稱，美元債券最快本月發行。另外，香港特區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天表示，港府將會研究擴大豁免利得稅的範圍，以涵蓋

中央政府在香港發行的非人民幣債券。

物 業 估 價
‧按揭估價
‧移民估價
‧物業買賣估價
‧清盤及接管
‧會計及核數
‧購買火險
‧市區重建局項目物業作市場價值上訴
‧中國及澳門物業估價

租 金 估 價
‧議定新租
‧續租

法 定 估 價
‧政府收地賠償/索償
‧印花稅上訴
‧差餉反對及其他稅務事宜

訴 訟 估 價
‧申請售樓令
‧家事法庭
‧專家報告
‧強制拍賣估價（香港法例第 545章
《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
‧專家證人(法院及土地審裁署)

土 地 事 務
‧申請短期租約
‧地契修訂
‧換地申請

發 展 顧 問
‧可行性研究
‧城市規劃申請
‧更改分區規劃大綱圖

建 築 顧 問
‧強制驗樓
‧漏水勘察
‧僭建物評估及修正建議
‧就《建築物條例》提供意見
‧專家證人

忠誠測量行
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查詢電話：2541 2282
info@cssurveyors.com

注意事項
所有競投者應委託其代表律師在拍賣前對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查察。競投者如未經查察而在拍賣會競投物業應自行承擔其風險，任何買家於拍賣師落鎚後必須接受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並不能對其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質詢。而物業之有關契
據，在拍賣前可在賣方律師樓供買家查閱。再者，競投者應在競投前對其競投之物業已進行視察並滿意物業之狀況才作出競投，賣方並不保證該物業並無違例之建築，加建或改建。亦不保證物業之興建符合建築條例，買家不得對物業之違例建築，加建或
改建進行質詢或藉詞拒絕交易。 物業次序或有所調動，請各界人士預早到場。

忠誠拍賣行：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忠誠測量行：中環皇后大道中142-146號金利商業大廈1樓 上海悅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6-21) 6521 6600

發 展 及 土 地 顧 問 服 務
客戶於物業發展或使用過程中，常會遇到城市規劃或地契條款的限制、以及改

變物業用途等方面的疑難，本公司資深測量師熟悉土地事務，能為客戶提供顧問
服務，並就以下各項向政府部門提出申請、商討及上訴：

查詢：2542 3223（關先生）

服務範圍包括：
‧改變土地及物業用途
‧短期租約
‧地契修訂
‧換地
‧補地價金額磋商及上訴

查詢：2853 7126（陳小姐）

租 務 管 理 服 務
◆ 擁有物業眾多，收租、交管理費、續約、應付租客投訴，樣樣煩

瑣，業主無暇兼顧？
◆ 身在海外，難以安排收租及處理租客查詢？
◆ 市況瞬息萬變，無法決定租金水平？
◆ 不懂如何甄選租客，怕遇上租霸或欠租問題？
◆ 出租單位需要維修及翻新，不知如何選擇承辦商、決定裝修項目

及安排時間監工？

忠誠測量行租務管理服務可以為你解決以上一切難題

租務管理
‧繳交水、電費、管理費及其他開支及代申報物業稅
‧處理租客投訴
‧處理欠租問題
‧收取租金及預備帳目紀錄
‧專人處理有關租務之所有煩瑣工作
‧每月均會收到有關物業收入及支出的所有帳目

代理及處理租約
‧甄選租客
‧續租
‧租金檢討
‧專人跟進物業銷售事宜

物業保養及維修
‧就物業狀況提供維修建議
‧取得及比較維修報價及聘請工程承辦商跟進工程
‧專人跟進工程，確保工程質素
‧跟進大廈公共地方修茸款項及政府部門發出之維修令
‧定期視察物業，提交物業報告，報告物業現狀
‧安排工程減少因天雨或颱風對物業造成損毀
‧安排消除白蟻、杜絕害蟲等滅蟲服務

拍賣拍賣
測量測量
代理代理

--超然佳績超然佳績
--專業保證專業保證
--信心之選信心之選

鄭永銘鄭永銘
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

關樂平關樂平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Mark StaplesMark Staples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盧漢昌盧漢昌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中國房地產估價師中國房地產估價師

林澤榮林澤榮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鄭世傑鄭世傑

拍賣師拍賣師
拍賣部總經理拍賣部總經理

周耀章周耀章
雜項部經理雜項部經理 梁嘉儀梁嘉儀

策劃部董事策劃部董事
香港大學理科碩士香港大學理科碩士
（（房地產房地產））

2581 9366 www.chungsen.com.hk C S GROUP 內有更多拍賣推介及影片

放盤咁耐，未有消息？拍賣幫到你！
專人處理/歷史悠久/信心首選

獨立龐大及策略性宣傳
能吸引大量區外及各地投資客戶

(網頁、報章、海報、傳單、電郵及傳真)

一星期六日廣告，全行最強
(一)星島/(二)明報/(三)大公報/(四)文匯報/(五)經濟/(六)睇樓皇

查詢或委託：2581 9366

急 聘

物業拍賣營業員（多名）

底薪＋津貼＋佣金
銀行假放紅日

有意請致電：2815 7190洽

華安閣
公開拍賣

土
瓜
灣

305呎
實
用

370萬開
睇樓：14/10（六）下午4-5時
9012 2353劉洽

弼街69A號
法院令拍賣

九
龍

329呎
實
用

215萬開
不提供樓契

睇樓：13/10（五）下午5-6時
14/10（六）下午3-4時

9092 0099吳洽

物業（11）以連約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牌照號碼：C-012527

承業主及銀主命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下午3時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1號香港怡東酒店3字樓怡麗閣1廳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物業地址
大角咀海庭道18號柏景灣42字樓及43字樓Ｃ複式單
位。
西貢清水灣孟公屋地下及 1字樓（Lot No.1639 in
DD243）。
屯門湖翠路138號啓豐園地下1Ａ9號舖位。（銀主命）
睇樓日期：23/10(2-3) 24/10(2-3)
紅磡海逸道8號海逸豪園（第2Ｂ期）悅濤灣第15座23
字樓Ｆ單位。（銀主命）
睇樓日期：19/10(5-6) 20/10(5-6) 21/10(5-6) 24/10(5-6)
元朗十八鄉路11號尚悅第7座10字樓Ｈ單位。（銀主命）
睇樓日期：20/10(5-6) 21/10(4-5) 23/10(5-6)
牛頭角定業街30-42號定業大廈2字樓Ａ單位連平台Ａ。
（銀主命）睇樓日期：12/10(5-6) 17/10(5-6) 21/10(3-4)
紅磡海逸道8號海逸豪園第4期(IVA) 海逸灣第16座27
字樓Ａ單位。(銀主命)
睇樓日期：20/10(3-4) 21/10(3-4) 24/10(3-4)

元朗公庵路328號逸林首府逸林坊Ｃ－7號屋。（銀主命）
睇樓日期：21/10(5-6) 23/10(5-6) 24/10(5-6)

九龍塘喇沙利道8號傲名10字樓Ａ單位。（銀主命）
睇樓日期：19/10(5-6) 20/10(5-6)

21/10(2-3) 23/10(5-6)

粉嶺馬適路38號皇府山第7座16字樓Ｃ單位。（銀主命）
睇樓日期：21/10(2-3) 23/10(5-6) 24/10(5-6)
九龍城南道66、66Ａ及68號8字樓Ｂ單位。
沙田安景街25號碧濤花園第3期翠柏閣第3座11字樓
Ａ及Ｆ單位。

平方呎
實用1777
建築2256

建築
700+700
XXX

實用561

實用743

實用374
平台474
實用1096
建築1469

實用1798
平台173
花園2061
天台788
建築2900
實用875

實用503

實用478
實用1528
建築2121

開價(萬)
3600

750

未定價

未定價

未定價

未定價

2050

1600

2030

568

328
1550

聯絡人
9092 0099吳洽

6922 4519馬洽

9138 6079劉洽
5177 8750李洽
9374 4386任洽
6256 0788樊洽
9430 7655周洽
9833 1884鄭洽
6922 4519馬洽
9092 0099吳洽

9833 1884鄭洽
9092 0099吳洽
6256 0788樊洽
9430 7655周洽
9138 6079劉洽
5177 8750李洽
9012 2353劉洽

9092 0099吳洽
9374 4386任洽
6922 4519馬洽
9430 7655周洽
9833 1884鄭洽
9012 2353劉洽
9092 0099吳洽
5177 8750李洽

物業（4）以連約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

承業主命及法院令公開拍賣
茲定於2017年10月18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Ａ室
編號
1

2

3

4

5

物業地址
土瓜灣馬頭圍道292號華安閣5字樓。（近江蘇街，2房
開揚）睇樓日期：14/10(4-5)
九龍弼街69Ａ號4字樓。（法院令，不提供樓契）
睇樓日期：13/10(5-6) 14/10(3-4)
(a)元朗丈量約份119號地段1705號之餘段
(b)元朗丈量約份119號地段1705號之Ｂ段
(c)元朗丈量約份119號地段1705號之Ｃ段
（近白沙村、逸林首府斜對面，有路權近村口，必須一
併購買，一開即售）
新界青龍頭青山公路100號豪景花園（第3期）停車場
Ｄ區2字樓33號車位。
上水古洞坑頭村全麗花園（第2期）13Ａ號地下（S.D
of Lot No.831 in DD100）。（有可用車位）
睇樓日期：14/10 (3-4)

平方呎
實用305

實用329

地盤面積
約5505

xxx

實用657
建築700

開價(萬)
370

215

480

52

368

聯絡人
9012 2353劉洽

9092 0099吳洽

9374 4386任洽

6922 4519馬洽

6256 0788樊洽

財政部擬來港發20億美元主權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A股不負眾望持續攀升，滬綜指昨
日又收漲0.16%，日線收出三連陽，但
依然未能攻克3,400點大關。釀酒板塊
強勢，貴州茅台股價已飆升至545元
（人民幣，下同），招商證券已將茅台
目標價位調升至640元。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5841，
較前一交易日大漲432個基點。滬指受提
振再向3,400點發起衝擊，可惜無功而
返。前期大熱的5G、芯片替代、新能源
汽車、半導體、次新股、高送轉等板塊
全線殺跌，挫傷向上動能。

貴州茅台市值達6853億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88點，漲5點

或0.16%；深成指報11,312點，跌17點
或0.15%；由於5G概念等低迷，創業板
指亦陷入回調，報1,901點，跌15點或
0.83%。兩市共成交5,685億元，較周二

放量262億元。
釀酒板塊升幅遙遙領先，整體升近

3%，貴州茅台升1%，股價報545元，
總市值達到6,853億元。招商證券最新
研報稱，近期草根調研顯示，貴州茅台
三季度發貨量同比增長40%以上，疊加
產品升級及系列酒因素，收入增速有望
更快，同時公司運用雲商平台等手段，
成功平抑終端價格，化解公司最大風
險。展望來年，春節後提價概率提升，
上調2017/2018年每股盈利，股份目標
價640元。
快遞、交運物流、保險、食品飲料、

旅遊酒店等板塊也升逾 1%。國產芯
片、5G概念、石墨烯、大數據、高送轉
等板塊均遭到重挫，其中國產芯片和5G
概念整體跌逾3%。方大炭素、索通發
展、中科信息等前期強勢股也紛紛大幅
走低，與9月中旬的高點相比，方大炭
素股價累計跌28%。
源達投顧認為，昨日市場個股跌多漲

少，並且資金出現明顯的分化，熱點的
持續性有待考驗，短期指數或將繼續維
持震盪運行的格局，操作上，逢低關注
三季報預增的白馬股，但一定要控制倉
位。

釀酒板塊揚 滬A三連漲

國家財政部昨於官網公佈，將於近
日在香港發行 20億美元主權債

券，其中5年期10億美元，10年期10億
美元，具體發行時間將於發行前公佈。
彭博指，這將是自2004年以來中央政

府首次發行美元計價主權債券的計劃，
雖然中央政府並不需要赴境外融資，但
是內地債市規模已名列全球第三大的中
國發行美元債券，可以為其國有企業發
債的定價提供新的基準。該主權美元債
券的成功發行將幫助拉低這些企業的融
資成本，並可能在今年債券發行量已經
創紀錄的基礎上刺激更多發行。

下調信用評級無礙發債
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評級機構標準
普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降低一個等

級；再之前的5月份，穆迪也採取類似
行動。兩家評級機構都表示擔心內地繼
續累積債務，這些債務大部分在企業和
地方政府層面。
儘管存在對於內地大舉舉債的擔憂，

但內地和亞洲買家的旺盛需求，見證了
今年亞洲地區美元債券發行量創下紀
錄。據高盛資產管理，內地的離岸美元
債券發行量，將在3至5年之內上升至
亞洲地區（不包括日本）的約80%。
宏利資產管理駐香港高級亞洲策略師

Geoff Lewis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說，發
行美元債券是中國決心進入國際金融市
場、並發揮與其經濟規模相當作用的明
確跡象。由於債券有稀缺性價值，預計
會被一搶而空。
工銀國際研究部副主管塗振聲也表

示，雖然穆迪和標普在今年下調中國
主權信用評級，但是財政部此次發行
美元國債向市場傳遞了信心，同時這
也為今後中資美元債的發行提供定價
參考。隨着市場對內地信心改善，預
計此次債券發行將獲得很好的認購，
人民幣貶值壓力減退及匯率企穩也有
助債券發行。

陳茂波：有助港債市發展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這

是香港回歸以來財政部第一次在香港發
行美元國債，不單反映中央政府對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支持，更有助
香港債市發展。這亦是財政部今年第二
次在香港發行國債，第一批70億元人民
幣國債已於6月26日發行。
現時凡任何人就中央政府在香港發行

的人民幣國債收取的利息或利潤，均可
獲豁免繳交利得稅。陳茂波說，將會研
究擴大豁免利得稅的範圍，以涵蓋中央
在港發行的非人民幣債券。

■財政部
計劃在香
港發行20
億美元主
權債券。
資料圖片

■■貴州茅台股價飆至貴州茅台股價飆至545545元人民幣元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