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

東報道）總部在山東青島的海信集

團，旗下 A 股上市公司海信電器

（600060.SS）昨天與東芝株式會

社在東京聯合宣佈，東芝映像解決

方案公司（Toshiba Visual Solu-

tions Corporation，簡稱TVS）股權

的 95%正式轉讓給海信，作價為

129.16億日圓（折合約7.98億元人

民幣）。

■海信集團
昨 宣 佈 以
129.16 億日
圓購入東芝
95%股權。
圖為海信智
能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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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129億日圓購東芝電視

資料顯示，擁有142年歷史的
東芝在顯示技術領域引領

了日本乃至世界科技潮流，全球
科技品牌價值排行榜位居前列。
2016年，東芝電視銷量仍位居日
本市場前三（IHS）。TVS公司
主營東芝電視及各種周邊產品
（包括商用顯示器及廣告顯示
器），並在日本擁有優秀的研發
團隊，在電視畫質、芯片、音響
等方面積累了深厚的技術功底。
不過，近年東芝陷入經營困
境，彭博社報道指，至2018年3

月底結束的本財年內，東芝將淨
虧損大約10億美元。為了避免連
續經營虧損而退市，東芝相繼賣
出了旗下多個資產，現在連電視
業務也售予海信。

擁東芝40年全球品牌授權
轉讓完成後，海信電器將享有

東芝電視產品、品牌、運營服務
等一攬子業務，並擁有東芝電視
全球40年品牌授權，預期將於
2018年2月底完成交割。
記者從海信集團獲悉，海信電視

佔有率連續13年內地市場第一，在
美國和歐洲發展迅猛，近年更是在
南非、澳洲躋身市場第一的位次，
2015年、2016年位居全球第三，
與此同時，海信電視的互聯網運營
用戶規模也保持着內地市場第一。

電視出貨尺寸超三星索尼
據IHS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

上半年，海信電視銷售額全球佔
比為6.2%，其中4K電視全球出
貨量佔比達到7.8%，位居全球第
三位。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液

晶電視平均出貨尺寸為42.2吋，
而海信電視的平均出貨尺寸達到
了47.9吋，超過三星和索尼，位
居全球第一。
作為加快全球市場佈局的戰略部

署，海信在2015年託管了「夏普」
北美電視業務。此次收購東芝，亦
是其國際化戰略的重要一環。
出席儀式的海信集團總裁、海

信電器董事長劉洪新表示，收購
後海信將整合雙方研發、供應鏈
和全球渠道資源，快速提升市場
規模，加快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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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 浙江報道）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
港澳節目中心主辦的「2017港澳聽眾聯誼會暨港澳媒體赴內地採
訪」活動昨天舉行開幕式。活動安排港澳媒體及學生到訪浙江，了
解浙江金華及金義都市新區的發展，以及多間企業的營運。

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蓬勃
金華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林丹軍於開幕式致辭時表示，金華的

電子商務、視頻直播、網絡遊戲等產業蓬勃發展，是內地十大電子
商務城市，每年超過10億個包裹從金華飛往全球。在剛剛結束的
「雙11」當天，義烏收寄的快遞總計就達到2,058萬件。
金義都市新區規劃面積305平方公里，近期重點開發面積約50平

方公里。產業定位為先進裝備製造業、電子商務及現代物流業、文
化創意及旅遊業、現代都市農業。金華市金義都市新區管委會主任
趙國榮介紹，金義都市新區建設的發展模式是先有義烏小商品市
場、永康五金、東陽木雕等發展各具特色的衛星城，再把這些特色
集中起來建浙江第四大都市。規劃1.79平方公里的金義綜合保稅區
已封關運營，享受國家級的免稅、保稅、退稅、免證四大政策。

經濟學院鼓勵學生創業
金義網絡經濟學院在2014年開辦，是浙江省首個網絡經濟學

院。金義網絡經濟學院院長方孝榮指，學院現在約有1,300名學
生，分三個科目，包括物流、電子商務及新開辦的商務數據分析與
應用。今年有約320名學生畢業。他表示，學院注重培養學生的實
戰和創意，亦會為學生提供場地、電腦及貨源等資源，希望學生畢
業後可自行創業。
在金義網絡經濟學院就讀電子商務大三的學生董婭妮，經營淘寶

網店「貓少女特色零食屋」，主要售賣手工餅乾。店內亦有5、6個
同樣是學生的工作人員。董婭妮說，「雙11」當天銷售額約5,000元
（人民幣，下同），平時每天營業額則約2,000元至3,000元。

企業抓緊技術創新「走出去」
在深交所上市的鋁合金輪轂製造商今飛凱達坐落於金華。董事長

葛炳灶表示，目前內地製造業面對兩大問題：一是隨着內地產品在
海外競爭力越來越高，導致歐美貿易保護政策密集出台，造成影
響；二是消費者對產品功能性要求越來越高，價格優惠已經效益不
大。公司必須根據市場要求，抓住技術創新，達至創新自動化以提
升競爭力。在「走出去」的佈局上，公司傾向與當地企業合資，當
規劃好市場後才考慮獨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內地出現首家用知識產權來保
護豪宅設計的房企，日前，泰禾發佈
了樓盤的十大外觀專利，用知識產權
來避免設計被抄襲。值得一提的是，
該樓盤為上海新江灣城地王項目，並
由兩家大型房企共同開發。

此次發佈專利的樓
盤名為「上海院
子」，外觀具有中國
古典建築之美，為泰
禾在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深入探究傳統
建築後研發設計。因
當今行業內存在不少
樓盤設計抄襲現象，
泰禾為保護心血之作

不被照搬，在院落營造體系中取得的
10大外觀專利，這也使得泰禾成為內
地第一家用知識產權來保護樓盤設計
的房企。

引入中式建築風格
據了解，「上海院子」所在地

塊為上海新江灣城在2015年的單
價地王，當時信達以 72.99 億元
（人民幣）拿下此地，溢價率高
達81%。2016年，信達和泰禾同
時宣佈共同開發該地王，為的就
是優勢互補打造優秀產品，之後
泰達就將旗下中式建築風的院子
系高端產品帶入。
此次申請的專利中，包括院子系

產品的主入口門頭、合院雙門頭、
合院單門頭、樓王門頭、院門壁
燈、樓王壁燈、樓王橫樑、橫樑、
抱鼓石、門鈸等10大產品營造法。
泰達方面表示，創新和文化的意義
已經超越房地產行業，希望其他房
企能夠尊重知識產權，杜絕抄襲才
能提升整個行業的質量和水平。

滬地王項目首發外觀專利

胡潤：內地富豪好酒比例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胡潤研究院昨發佈內地高
淨值人群酒類消費報告，顯示富豪
對於「品酒」這一愛好上升度驚
人，他們對酒類的愛好導致高端酒
市場中出現新的格局，目前威士忌
受青睞度大漲，而干邑偏好度連續

兩年下降。

威士忌受富豪青睞
報告顯示，越來越多的內地富豪

喜歡喝酒，去年「品酒」偏好比例
同比上漲了280%，成為增幅最快
的娛樂方式。在最受富豪們偏好的

酒類中，紅酒佔比51%排第一，白
酒以23%居第二，威士忌成為新起
之秀，以22%排第三，並以連續兩
年20%以上的增長率成為洋酒品類
增幅榜的第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曾經受到青睞的

干邑，受偏好度反而有所下降，
2016年同比下降25%，2017年繼
續下降了12%，成為跌幅最大的洋
酒品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10月經濟數據全面回落，
連升6日的滬綜指昨日乘勢調整，
收市下挫0.53%，深成指與創業板
指同步低收，跌幅達 0.96%和
0.51%。上海自由貿易港概念再被
炒起，相關個股攜手狂飆，上海物
貿封漲停。
國家統計局昨公佈，10月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2%，預期
6.3%，前值6.6%；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同比增10%，低於市場預
期，且均為年內次低。前10月房地
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7.8%，房地產
銷售增速放緩。

釀酒板塊跌 貴州茅台跌1%
早市滬深主板低開，滬綜指、深

成指均微幅下探0.04%，惟創業板指
開盤小漲0.08%。之後，受白酒及券
商板塊下行帶動，滬指一路下行，
後得自貿港概念板塊力挺，方才企
穩。午後，軍工、保險板塊亦加入
護盤大軍，令滬指跌幅收窄，此時
次新股、芯片等板塊砸盤，股指又
直線插水，臨近尾盤才小幅回拉。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429點，

跌18點或0.53%；深成指報11,582
點，跌18點或0.96%；創業板指報
1,896點，跌9點或0.51%。兩市共
成交 6,037 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周一放量72億元。
盤面上，保險、上海自貿板塊升

幅居前，上海自貿板塊中，上海物
貿漲停，上港集團飆漲8%、東方
創業升6%。海南板塊、高送轉、

稀土永磁、全息技術、釀酒等板塊
領跌，貴州茅台跌逾1%。

劉士余：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另據中證監網站消息，中證監主

席劉士余日前在十九大精神學習傳
達會上強調，要堅決貫徹落實黨的
十九大報告對資本市場提出的目標
任務，着力增強資本市場融入國家
戰略、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
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
健康發展。
此外，深交所負責人在2017年

度會計審計專業研討會上提及，深
交所將強化針對上市公司年末突擊
創利的監管手段，提升資本市場會
計信息質量，保護投資者、尤其是
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滬綜指止步六連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晨
上海報道）中國央行數據顯示，
10月外匯佔款環比增長20.98億
元（人民幣，下同）至21.51萬
億元，這是該數據連續第二個月
環比上漲，且漲幅較9月的8.5億
元進一步擴大。分析稱，人民幣
匯率穩中微升、中國國際收支持
續改善、匯市供求關係的基本平
衡，及季節性購匯高峰的過去，

是外匯佔款連續兩個月改善的主
因，預計年末外匯佔款有望繼續
小幅改善。
申萬宏源債券首席分析師孟祥

娟稱，美元指數在10月雖大幅上
行1.5%，但當月人民幣匯率卻並
未延續9月下旬的弱勢，相反穩
中小幅攀升0.3%；另一方面，國
慶長假後，隨着居民結匯、企業
季節性購匯高峰的過去，購匯規

模開始下降，中國的國際收支正
獲持續改善，有鑒於此，上月央
行口徑外匯佔款有的環比繼續改
善符合預期。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健

指，上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先升後貶，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
預期也繼續分化，外匯市場供求
延續基本平衡，市場主體對外投
融資行為亦更趨理性。此外，近

期中國央行基本已退出「常態化
干預」，且歷年10月交易日為年
內最少，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拉低
外匯佔款的波幅。

外匯佔款增近21億迎「兩連升」

■■圖為圖為「「20172017港澳聽眾聯誼會暨港澳媒體赴港澳聽眾聯誼會暨港澳媒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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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信達泰禾信達「「上海院子上海院子」。」。

■■央行數據顯示央行數據顯示，，1010月外匯月外匯
佔款連續兩個月上漲佔款連續兩個月上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