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安
踏（2020）昨日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
全年業績，錄得收益241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前一年大增44.4%；
股東應佔溢利 41.02 億元，上升
32.8%，每股基本盈利152.82仙。集
團派末期息28港仙，未有特別息，成
近年來首次。

多賺32% 派息少20%
計及安踏中期派50港仙，公司全年

派息78港仙，較2017年縮減20.4%，
全年派息比率由2017年的70.2%跌至
44.9%。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世
忠於業績會上解釋，公司在進行大型
收購項目進行期間不會派息太多，預
計今年派息比率不如以往高，但承諾
比率不會低於30%。
期內，集團毛利按年勁升54.0%至

126.9億元，毛利率達52.6%，按年升
3.2個百分點。旗下品牌零售額按年亦
有大幅增長，去年安踏品牌產品的零

售額按年錄得10%至 20%的中段增
長，其他品牌零售額按年錄得85%至
90%的升幅。
丁世忠透露，內地安踏店共有

10,057家，按年擴充590家，今年店
舖總數將達10,100家至10,200家，增
速較以往有所放緩。未來目標是追求
店舖質量而非數量。去年於內地、香
港、澳門和新加坡的 FILA 店共有
1,652家，按年增加566家，預計今年
可達1,900家。

收購Amber預料下月完成
安踏參與組建的財團已向芬蘭體育

用品亞瑪芬（Amber Sports）發出收
購要約。丁世忠稱，各國相關機構的
批准都在進行中，是次收購較為複
雜，預計3月7日可完成交割。亞瑪芬
旗下品牌目前在內地銷售仍不多，對
方十分看重在中國的發展空間，他亦
有信心能管理好全球性公司，不過預
計短期內對集團貢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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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最富 馬雲登全球華人首富
馬化騰排行第二 李嘉誠得梗頸四

部分胡潤大中華區富豪榜
排名 姓名

財富 全球
排名 姓名

財富 全球

(人民幣) 排名 (人民幣) 排名

5 李兆基 1,800億元 32 8 嚴昊家族 1,200億元 53

6 楊惠妍 1,600億元 35 9 鄭家純家族 1,150億元 57

7 何享健、 1,300億元 44 9 王健林家族 1,150億元 57

何劍鋒父子

亞馬遜的傑夫．貝索斯連續第二
年成為世界首富，財富比去年

增長20%。大中華區，馬雲以2600
億元財富取代騰訊主席馬化騰，成
為華人首富，全球排名上升4位到第
22位；緊隨其後的馬化騰和許家
印，財富分別為2,550億元和2,500
億元；長實主席李嘉誠以2,000億元
排第四，恒基主席李兆基以1,800億
元排第五。

科技造富 佔總額16.7%
目前科技行業造富能力最強，財富
總額佔整張榜單總財富的16.7%，遠
遠領先於其他行業。當中，字節跳動
的張一鳴(36歲)財富漲至去年的近3
倍，以950億元進入前100名，其創
業7年目前公司估值超過5,000億元，
旗下擁有人氣短視頻平台抖音。

海底撈老闆成餐飲首富
其他引人注目的還包括「火鍋大

王」海底撈的張勇、舒萍夫婦，財
富漲到去年的8倍，達565億元，成
為全球餐飲首富。

中國富豪增也多跌也多
胡潤報告指，上榜富豪總財富較
上年減少9%至9,500億美元；股市
表現欠佳和美元升值，令430人跌出
榜單。其中，中國落榜213人為全球
最多。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
員胡潤分析稱，中國股市下跌兩成
多，人民幣下跌6%，是中國落榜人
數多的主要原因。不過同時，有201
位新人上榜，也以中國最多。拼多
多的黃崢首次登上全球富豪榜，
1,000億元財富領銜眾新人一舉進入
前百名位置。
胡潤表示，中國的創新比很多人

預期的要多，中國企業家的優勢在
於內需旺盛和活躍的投資人。當前
中國擁有世界20%的人口，卻擁有
世界27%的十億美元富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胡潤研究院昨日

發佈2019全球富豪榜，來自67個國家的2,470名十億美元富

豪上榜，亞馬遜的貝索斯毫無懸念膺全球首富；阿里巴巴創辦

人馬雲則以2,600億元(人民幣，下同)成為大中華區首富，馬

化騰和許家印緊隨其後位列二、三位，香港首富李嘉誠、恒基

主席李兆基排第四和第五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中國鐵路總公司相關負責人昨日
表示，中國鐵路總公司控股企業京滬
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將全面啟動A
股上市工作。據悉，中國證監會北京
監管局網站刊登京滬高速鐵路股份公
司上市輔導備案表，正式啟動A股上
市工作，有望今年內完成輔導驗收。
中鐵總官方微博稱，京滬高速委託
的上市輔導機構中信建投證券已根據
相關法律法規，制定相應的輔導計劃
和實施方案，鐵總將加強對上市工作
的指導和監督，並及時總結上市經
驗，加快推動中國鐵路總公司股份制
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做強做優

做大國鐵企業。
據了解，京滬高鐵全長1,318公里，
縱貫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安
徽、江蘇、上海等七省市，連接「京
津冀」和「長三角」兩大經濟區。自
2011年6月30日開通運營以來，該高
鐵已安全運送旅客9.4億人次。

連續盈利超過3年
京滬高鐵是京滬高速鐵路及沿線車

站的投資、建設、運營主體，已連續
盈利超過3年，屬於《鐵路「十三
五」發展規劃》中明確的實行資產證
券化的高速鐵路企業，已具備首次公
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官方消息稱，為落實深化外匯管理「放管服」
改革，營造便捷高效、穩定透明、公平競爭的
營商環境，加速推進上海自貿區對外開放。近
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在上海自貿區實施資本項目
收入結匯支付便利化試點，提升資本項下業務
的辦理效率，利於提高企業資金使用效率，增
強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
資本項目收入結匯支付便利化改革，是以維

護國際收支均衡和金融穩定為目標，在「宏觀
審慎和微觀監管」兩位一體框架下，不斷提升
資本項下業務的辦理效率，增強微觀經濟主體
的活力的創新探索。
具體而言，資本項目收入結匯支付便利化試

點政策，是指符合條件的誠信優質企業辦理資
本項目收入結匯支付時，可以僅憑《資本項目
外匯賬戶資金支付命令函》直接在銀行辦理，
無須事前、逐筆提交證明交易真實性的單證材
料。辦理銀行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真實性審核，
由事前轉為事中事後，便利化政策的實施大幅
簡化業務流程，降低勞務成本。試點工作還注
重依託上海市銀行外匯及跨境人民幣業務自律
機制，努力營造對標國際、全轄公平順暢的試
點環境。

銀行自主選定試點企業
資本項目收入結匯支付便利化試點的企業，

則由銀行自主選定，須符合如下條件：註冊在
上海自貿區內，近兩年無外匯行政處罰記錄、
貨物貿易分類結果為A類的非金融企業（房地
產企業、政府融資平台除外）。試點銀行的範
圍不限於自貿區範圍內，試點企業無須變更開
戶銀行。資本項目收入範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
資本金、境內企業借入的外債資金，和境內企
業境外上市調回資金等合法取得的資本項目外
匯收入。

滬自貿區
結匯支付便利化

安踏：派息比率不低於30%京滬高鐵啟動A股上市

大中華區排名：1
全球排名：22

馬雲家族
2,600億元人民幣

大中華區排名：2
全球排名：24

馬化騰
2,550億元人民幣

大中華區排名：3
全球排名：26

許家印
2,500億元人民幣

大中華區排名：4
全球排名：29

李嘉誠
2,000億元人民幣

■京滬高鐵連接
「 京 津 冀 」 和
「長三角」兩大
經濟區。

資料圖片

據河南省商務廳廳長張延明介
紹，本屆投洽會將圍繞「開

放合作、中原出彩」為主題，舉
辦「空中絲綢之路」經濟合作論
壇，工商企業跨境投資與貿易項
目對接會，亞洲經濟發展峰會，
與英國、德國的經貿合作對接
會，「一帶一路」境外經貿合作
論壇，豫港國際物流樞紐建設對
話會，豫港澳青年企業家論壇等4
場重點活動和13場專題活動。

張延明：港企伺機投資中原
張延明強調，洽談會不僅為河
南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活力，也成
為香港企業立足河南、輻射中原
提供重要平台。河南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視香港在河南發展中的
重要作用，特地安排是次新聞發
佈會，向香港各界介紹情況和安
排，邀請本港客商屆時能參加，
去中原大地投資興業，開展合作
交流。

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錢國玉致辭時
稱，香港是河南重要的貿易夥伴和
最大的外資來源地。截至2018年
底，河南對香港進出口總額達
28.26億美元，同比增長7.2%。其
中出口達28.24億美元，按年增
7.1%。香港在河南設立企業6,217
家，實際到位港資897億美元，分
別佔全省設立外資企業總數和實際
利用外資總額的48.8%和61%。

27家河南企業在港上市
此外，香港還是河南企業在境

外上市融資的主要地區。截至目
前，河南已有27家企業在香港上
市，佔河南在境外上市企業總數
的51%。
據了解，已有泰國、韓國、日
本、德國、英國、美國、盧森
堡、保加利亞、柬埔寨、新加坡
等國的商協會擬組團參加，香
港、澳門的若干個商協會承諾組
團參會。

河南投洽會 聚焦「帶路」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河南省政府昨在香港舉行

的發佈會上宣佈，第十三屆中國（河南）國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將於4月8日至11日在鄭州，與己亥年黃帝故里拜祖

大典儀式同期舉行，河南省歡迎包括港商在內的境內外客

商前往參會對接洽談、共商合作，共商發展良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濟南報
道）為期三天的第十四屆中國（山東）國
際裝備製造業博覽會26日在濟南開幕，
600 餘家中外品牌企業的 5,000 餘台
（套）新設備和新技術同台亮相。本屆博
覽會邀請了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印度、
伊朗、日本等15個國家的128家國際採
購商到會參觀洽談，冀助推當地農機生產
製造企業「走出去」和新舊動能轉換。
本屆博覽會主題為「智造 新動能，開

放 國際化」，設置了「數控機床、激光

鈑金加工設備、工業機器人、工業自動
化、動力傳動及控制技術、焊接與切割設
備、農業機械」七大專題展示區。在激光
鈑金加工設備區，來自濟南的邦德、鐳
鳴、金威刻、銳捷等本土激光企業集中亮
相，其中邦德激光展示的萬瓦級激光切割
機，是全球首家採用顯示與加工枱面呼應
的UI設計，吸引了許多嘉賓駐足觀看。
在工業機器人展區，可以看到工業焊接、
物流穿梭、教學、激光、電力通訊等多個
領域的機器人代表企業組團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廣西報道）廣西2019
服務業和農業高質量發展銀企對接簽約日前在南寧
市舉行。據了解，自去年12月14日起，本次銀企
對接活動已經進行了超過2個月。據廣西進入監管
局通報，截至2月23日，廣西金融機構共組織聯繫
對接企業超過1.7萬家，簽約授信企業15,663家、
簽約授信金額1,425.44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民營企業簽約15,248家，佔比達97.35%，成
為最大銀企對接活動最大受益方。
自治區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范世祥表示，銀
企對接活動讓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成為兩大受益
方。據統計，民營企業簽約15,248家、佔比為
97.35%，簽約授信663.84億元、佔比46.57%；小
微企業簽約15,048家、佔比為96.07%，簽約授信
746.97億元、佔比為5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首鋼集團
近日公告，其申請發行2019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據。本期發行總額10億元(人民幣，下同)，發行期
限為5年。據募集說明書顯示，本期募集資金擬使
用7億元補充首鋼集糰子公司首鋼建投的營運資
金，3億元用於「首鋼單板滑雪大跳台及配套設施
項目」建設工作。
據了解，北京冬奧會將於2022年2月在北京、張

家口兩地舉行。北京賽區作為本屆冬奧會建設的三
個場館群之一，將進行開幕式、閉幕式以及4個大
項、37個小項的比賽。北京首鋼建設投資有限公
司旗下設4個全資項目公司，用於冬奧項目的開發
建設。

廣西銀行
逾千億助小微民企

首鋼集團
擬發10億元票據

5000台製造業新裝備山東亮相

■第十三屆中
國（河南）國
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將於4月
8 日至 11 日
在鄭州舉行，
河南省政協副
主席錢國玉
（左）、河南
省商務廳廳長
張延明昨來港
推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