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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白手興家女富豪全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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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昨日為國際婦女節，胡潤
研究院發佈《2018胡潤全球白手起
家女富豪榜》，顯示內地的女性最
能勤勞致富，全球超過一半的白手
起家十億美金女富豪來自內地，其
中「觸屏女王」周群飛以 615 億元
（人民幣，下同）財富成為全球最
成功的女企業家。

榜首周群飛身家615億

榜單統計到全球 102 位白手起家
十億美金女富豪，內地此次共上榜
64 位，比去年增加 8 位，佔全球
63%，數量排名第一。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
胡潤稱，全球最成功的男企業家
百強中，有三成是內地的，而全
球最成功的女企業家百強中，超
過六成是內地的，可見內地女企
業家比男企業家要「成功」一
倍。
從排名情況來看，前十中一半
來自內地，藍思科技的周群飛以
615 億元財富排名首位，龍湖的吳
亞軍和富華的陳麗華分別以 585 億
元及 510 億元位居第二第三位置。
行業方面，白手起家女富豪的財
富來源主要是製造業，以 20 人排
名 第 一 ； 房 地 產 以 16 人 排 名 第
二；科技和零售分別以 11 人排名
第三。
有趣的是，胡潤還統計了白手起
家女富豪屬相，在今年全球白手起
家女富豪榜上，羊和牛表現最佳，
仍和上一年屬相情況一致，並列第
一。蛇保持第三，鼠和虎表現則最
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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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36天IPO火速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新經濟正在創造新
速度，昨日在中證監召開的發行審核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富士康

悉，富士康在今年2月1日遞交了舊版招
據股書申報稿並獲中證監當日受理，2
月9

日的招股書申報稿和反饋意見同時披露；22

工業互聯網股份公司首發獲通過，刷新 A 股 IPO 歷史上最快速 日，證監會官網上預披露就更新了富士康新版
度，自富士康遞交 IPO 申報至成功過會，僅耗時 36 天。同時，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說明書申報稿。
為吸引新經濟企業上市，深交所總經理、全國人大代表王建軍向

審批創IPO史上最快紀錄

人大提交議案，建議修改公司法，為雙重股權結構掃除法律障

業界人士指，A 股 IPO 流程包含上報後預披
露、反饋、預披露更新、發審會上會、核發批
文等幾個階段，通常情況下，招股書預披露到
預披露更新需耗時約 7 個月至 1 年，不過今次
富士康卻僅用了半個月就走完有關程序。
富士康過會後將是例行拿批文、發行上
市。據相關推測，上述兩個過程或在一個月內
完成，這意味着富士康最快 4 月就可能上市。
不過若繼續創造神速，上述過程甚至或將進一
步縮短。

礙。

深交所總經理籲修改公司法

■ 自富士康遞交 IPO 申報至成功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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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3 月份，外界盛傳中證監將對新經濟企
業 IPO 開啟快速通道，富士康神速闖關 IPO
可謂力證。近日有消息指，證監會正與滬深交
易所研究邀請在境外上市的 8 家獨角獸企業回
內地發 CDR。為此，業界已圍繞雙重股權結
構展開討論，以期把快速發展的科技公司留在
A股上市。

深交所總經理、全國人大代表王建軍在提
交人大的提案中表示，現行《公司法》「同股
同權」的規定，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導致境
內雙重股權架構企業只能到境外發行上市。現
時香港和新加坡兩地交易所已提議修改當地法
規，增強本土交易所與美國爭奪上市公司的能
力。香港接近引入有關雙重股權架構的新規
定，新加坡也在朝着推出類似計劃的方向前
進。他建議修改公司法，為雙重股權結構掃除
法律障礙。

富士康計劃發行逾177億股
據富士康招股說明書，公司擬在上交所上
市，發行數量為 1,772,577.02 萬股。集資主要
用於工業互聯網平台構建、雲計算及高效能運
算平台、高效運算數據中心等八個部分，總投
資約為291億元（人民幣，下同）。2015年至
2017 年，公司營業收入分別為 2,728 億元、
2,727 億元及 3,545 億元；同期淨利潤分別為
143.50億元、143.66億元和 158.68億元；淨利
潤率分別為5.26%、5.27%和4.48%。
華泰證券分析，富士康登陸A股市場後，上
游企業有望受益，此外隨着市場風險偏好回
升，富士康概念股吸引力凸顯，相關概念股將
持續獲市場資金的關注。海通證券也指出，富
士康上市將大幅改善A股科技板塊的資產質量。

■周群飛以 615 億元人民幣財富成為全球最成
功女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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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滬深大
市昨日低開高走，個股趨於活躍，帶動各
股指震盪向上。滬綜指最終報 3,288 點，
漲 16 點或 0.51%，重新站上年線；深成指
報 11,019 點，漲 114 點或 1.05%；創業板
指報1,793點，漲7點或0.45%。兩市共成
交 4,030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前日
縮量逾200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副省長、雄安新
區管委會主任陳剛昨稱正在研究雄安新區
的改革開放措施，雄安板塊飆升逾 4%，

領跑兩市，創業環保、青龍管業、太空板
業、冀東裝備、河北宣工、建投能源等個
股掀漲停潮；京津冀、河北板塊漲幅亦逾
3%。次新股、北京冬奧、醫藥製造、環
保、送轉預期等板塊漲超過 2%；工藝商
品、增強現實、全息技術、海南板塊、國
產芯片、智能穿戴、鄉村振興、銀行、新
零售板塊逆勢收跌。

標普：新規助加快處置不良資產
中國銀監會近日發佈新規，將中資銀行

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由 150%調
整為120%至150%，並將貸款撥備率監管
要求由 2.5%調整為 1.5%至 2.5%。標準普
爾表示，微調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有望
鼓勵中資銀行更加準確並及時地確認不良
貸款。新規或將激勵銀行加速處置不良資
產並強化資本充足率。標普全球評級信用
分析師廖強認為，新規有望大幅降低中資
銀行為達到此前的貸款損失準備要求而美
化貸款質量的動機，在當前信用下行周期
中，也將發揮撥備的逆周期調節作用。

恒大料全年多賺逾 倍

雄安板塊飆升 滬綜指重上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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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恒 大
（3333）昨公告宣佈，根據
管理層目前所得的資料，預
期集團於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分配利
潤及核心業務淨利潤將較去
年同期大幅上升，其中股東
應分配利潤預期為去年的 4 至
5 倍，核心業務淨利潤預期為
去年的 2 倍左右。該大幅增長
主要由於相關期間集團提升
產品品質，增加產品附加
值，降低費用，增加交樓面
積，贖回永續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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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銀行創立85周年與香港共進同行
善用金融科技「連接您與海外的跨境綜合金融平台」
時至今日，永隆銀行的資產總值超過港幣
3,152 億元，85 年來與香港共進同行，更

永隆銀行（前身為永隆銀
號）於中環文咸東街 37 號誕

積極開拓多元化銀行業務。憑藉擁有全牌照銀
行的優勢，及對「進展不忘穩健 服務必盡忠
誠」之經營理念的堅守及踐行，永隆銀行將繼
續向成為「連接您與海外的跨境綜合金融平
台」的目標邁進。
永隆銀行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朱琦表示，永隆
銀行由一間小小的銀號發展至今天的規模，除了
是經營者的艱辛努力外，實有賴香港社會各界一
路以來對該行的支持及信任。在未來的日子，永
隆銀行將繼續支持國家「一帶一路」及各項經
濟、金融發展政策，並與香港各界及廣大的客戶
共進同行，攜手創造更美好、更豐富、更有深度
的國際金融中心。
展望未來，該行的發展重點將繼續緊隨自 2008

生，走過 85 風華，歷經春華
秋實，艱辛奮鬥。2008 年永
隆銀行與中國內地第六大商業
銀行招商銀行成功併購，與母
行招商銀行並肩 10 載光輝，
以「立足香港、依託大陸、面
向全球」之優勢，通過內外聯
動全面延伸招商銀行財富管理
業務。

信和集團舉辦「Go Code程式
小先鋒」計劃，免費教授基層家
庭兒童編寫程式，以科創助孩子
開拓未來。計劃推出至今四年，
已為近千名小四至小六學童提供
學習機會。集團日前假奧海城舉
行畢業典禮，主禮嘉賓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信和集
團的集團總經理黃敏華勉勵他們
繼續努力，以科技創新的知識爭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左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左五）及信和集團的集團總經理
取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
「Go Code程式小先鋒」計劃 黃敏華（右四）與學員合照。
自2014年啟動，服務範圍包括觀塘、深水埗、油尖旺、屯門、元朗及天水圍的小四至小六
學生，至今已提供逾 20,000 小時的課程，共有近 1,000 位畢業生掌握了手機編程的基本知
識，能夠編寫簡單的網上遊戲及生活應用程式。計劃得到11間社區合作夥伴支持，並由大
學生出任課程導師，為他們提供參與社區關愛工作及兒童教學的實習機會。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Go Code 程式小先鋒」計劃充分體現「民、商、學」跨界別合
作，啟發學員對電腦和資訊科技的知識和創意，為推動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培育人才。
他深信，只要政府締造一個好好的環境，給予兒童和青年人充足和多元的升學和培訓機
會，無論他們的背景如何不同，都一定可以展翅高飛。
黃敏華則表示，集團推出「Go Code 程式小先鋒」計劃，目標是為基層家庭兒童提供免
費學習平台，減低他們受環境所限，同樣有機會學習編程的知識，培養多角度思考，協助
他們在科技世界中奠下基礎。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春節聯歡

信和「Go Code 程式小先鋒」
讓基層兒童學習編寫應用程式

日前，中旅協會隆重舉辦「靈犬獻瑞．戊
戌狗年春節會員聯歡晚會」。晚會由盧瑞安
會長和吳熹安理事長主持，立法會議員、名
譽會長姚思榮，名譽會長伍沾德、楊孝華，
以及香港旅遊業議會黃進達主席等出席。席
間，由會員扮演的「財神爺」和理事向會員
大派「利是」。晚會氣氛熱烈，共慶新春佳
節。
吳熹安致辭，祝願會員狗年旺景、生意興
隆。他表示，今年香港旅遊業發展勢頭將持
續向好，香港高鐵、港珠澳大橋快將開通，
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和「一帶一路」宏偉
規劃，帶來商機無限。冀望會員加強團結、
互相支持，抓緊機遇，積極配合國家旅遊局
在新時代下做好「2018 年-美麗中國全域旅遊
年」的各項要求，為內地和香港的優質旅
遊、促進兩地旅遊業的持續發展，以及構建
和諧社會而不懈努力。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春節聯歡現場

年招商銀行併購以後的發展策略和工作目標，踐
行「輕型銀行」策略，致力將永隆銀行打造成為
在跨境金融領域具有領先優勢、在香港本地市場
具有較強競爭力、在國際市場有一定影響力的現
代化、綜合化、國際化的商業銀行，為內地和香
港客戶提供優質的跨境金融服務。此外，該行亦
積極推動金融科技及「一帶一路」倡議，利用科
技智慧以緊貼跨境客戶的理財需要，點對點提供
銀行的理財服務 ; 亦為境內外企業提供現金管理
方案及跨境金融服務，矢志成為「連接您與海外
的跨境綜合金融平台」。
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該行將會持續舉辦扶
助弱勢社群等範疇的活動，同時，亦會盡企業
公民義務，支持各項提升香港藝術、文化、運
動、教育事業、環境保護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
及社區活動。

耀才證券與麥羅武慈善基金
聯合主辦新春午宴敬老

由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
公司與麥羅武慈善基金聯合
主辦、嗇色園協辦的「耀才
新春慶團圓」慈善午宴，日
前於紅磡海逸皇宮酒家舉
行，為逾 200 名長者拜年送
上節日祝福。
耀才證券秉持「取諸社
會 用諸社會」的精神，以
實際行動回饋社會，多年來
熱心公益，致力參與各項義
■耀才證券高級顧問黃健財(中)聯同行政總裁許
工活動。耀才證券主席葉茂
繹彬(右一)與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
林向來以慷慨見稱，每年出
(左一)、麥羅武主席(右二)伉儷(左二為麥羅武夫
錢出力，身體力行支持及參
人)主持「耀才新春慶團圓」慈善午宴開幕。
與慈善活動。
耀才證券高級顧問黃健財及行政總裁許繹彬代表集團出席午宴，聯同中聯
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劉國強及麥羅武慈善基金主席麥羅武，一同主持開幕儀
式，希望藉此活動關懷長者弘揚愛心的同時，讓更多港人能關愛身邊的年邁
長者，並傳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許繹彬致辭時向麥羅武慈善基金表達謝意，欣賞其始終如一服務社群的精
神，並表示耀才證券會一直致力參與公益事務回饋社會。麥羅武慈善基金主
席麥羅武攜夫人獻歌娛賓，更有嗇色園可榮長者表演話劇 ，表演者載歌載
舞，令每位老友記情緒高漲，場面熱鬧非凡，其樂融融。當天，每位長者除
了獲贈由耀才證券精心準備的福袋禮物包外，更獲得新春利是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