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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中共中
央、國務院日前發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提出
於2025年或之前將深圳打造成現代化國際化
創新型城市，並支持其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新世界
發展認為，深圳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速發
展的核心引擎，而深圳、廣州以及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將成為富有活力和國際影響力的
世界一流灣區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發展前
景無可限量。

深廣打造地標式建築
早已於大灣區作前瞻性佈局的新世界中國

未來將會持續加大在深圳、廣州等城市的投
資力度。當中坐落深圳蛇口的太子灣項目，
位處全新打造的郵輪碼頭旁，發展總樓面面
積達39萬平方米，並引入全新購物藝術中心
K11以及以家庭親子教育為主題的商場D．
PARK，為大灣區帶來全新文化零售體驗。
項目結合海洋資源、城市風貌、人文藝術及
可持續發展，建成後將成為當地最具特色的
商業綜合體。
新世界中國亦於深圳前海自貿區核心地

段，開發周大福金融大廈，建設地標
式雙子塔，定位為世界級金融商務及
服務綜合項目，總建築面積約18萬
平方米。項目融入可持續發展理念，
並獲得美國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評級
（LEED）金級預認證和國際級
WELL健康建築金級預認證殊榮，預
期將於來年獲得內地《綠色建築評價
標準》三星認證。項目預計於2021
年底前落成，未來將引進世界500強
外資金融機構在此設立總部，推動經
濟及金融產業發展。

番禺構建國際化項目
另一方面，新世界中國在大灣區其他城市

也構建多個優質國際化項目，例如近期投資
位於番禺核心交通樞紐的廣州漢溪長隆地塊
項目，總建築面積逾50萬平方米，將開發成
為集D．PARK、甲級寫字樓和住宅於一身
的軌道交通站場綜合體。
公司亦於廣州增城打造總建築面積約38.8

萬平方米的大型商住綜合項目，吸引國際頂
尖人才匯聚，以配合廣州東部建設高新技術
產業示範基地的發展需求。與此同時，公司
也有參與舊城改造項目，包括廣州荔灣區山
村及海珠南箕村，糅合傳承與創新的理念，
推進城市發展。
針對產業升級方面，公司亦與羅湖區政府

達成戰略合作，簽署了《文錦渡口岸經濟帶
戰略合作協定》，雙方就商業片區改造、綜
合營運及招商引資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構
建深港商貿流通業合作新平台，促進兩地交
流。項目改造的現狀用地面積約84萬平方
米，距離深圳火車站及羅湖口岸僅10分鐘車
程，離多個地鐵站亦只是數分鐘步程，勢將
成為極具潛力的交通樞紐。

新世界加碼佈局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近月來本
港暴力示威令各行各業生意大受打擊，一二
手樓交投大減亦令靠佣金收入生存的地產代
理叫苦連天，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
明昨坦言，近月來一二手樓交投大減，加上
連番示威令不少分行要「拉閘」，令生意受
影響，因此不少分行續租時已要求業主減租
20%，大部分業主反應都正面。

增人手應付新盤 減慢開分行
他指出，由於未來計劃推售新盤仍然多，現
階段美聯住宅部無意削減人手，反而會增加人
手應付新盤，但開分行步伐會減慢，部分持續
受示威影響的地區如尖沙咀、灣仔、銅鑼灣的
分行續租時已向業主反映要求減租20%。

他又預期，本月一手交投量可望回升至約
1,600宗，預期9月份將有更多新盤登場，一
手交投料增至2,000宗水平。二手方面，本
月交投料續於低位徘徊，料約2,500宗至
2,600宗水平，將較上月顯著回落，現時二手
議幅已由早前2%至5%進一步擴大，部分議
幅超逾10%水平。

中原料本月一手成交1500宗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亦坦言，原本以為本月佣金收入不夠數，至昨
日本月一手成交暫錄約614宗，惟本周末映日
灣沽清216伙，而MARINI可望趕及本月底開
售，並全數沽出647伙，預計全月一手成交宗
數可達1,500宗，對後市是一支強心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上半年，中電信（0728）經
營收入按年略跌1.3%至1,904.88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服
務收入增長 2.8%至 1,825.89 億
元 ， 淨 利 潤 按 年 升 2.5% 至
139.09 億元勝市場預期，不派
中期息。

半年多賺2.5%勝市場預期
中電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柯

瑞文指出，上半年資本開支為350
億元，全年維持780億元資本開支
當中，其中90億元用於5G基站建
設，目標年底能建設4萬個基站，
覆蓋50個較大的城市。

4G用戶2.66億 ARPU跌12%
期內，中電信移動業務每月每

戶平均收入（ARPU）為52.4元，
同 比 跌 10.5% 。 4G ARPU 跌
12.2%，跌至58.3元。 移動用戶

3.23億戶，較去年底淨增2,048萬
戶，其中4G用戶達到2.66億戶，
較去年底淨增2,371萬戶，4G用
戶佔移動用戶比例達到82%。
談及取消達量限速套餐，執

行副總裁王國權解釋，因產品
未滿足客戶需求，公司接到投訴
較多，未來按照需求優化產
品。他又指出推出5G服務不會
影響4G網絡，5G和 4G服務將
會並存。

柯瑞文解釋，中電信和中聯通在多方面都有很強的互補性，雙方
管理層已經達成高度共識。例如在3.5G和4G的頻段能形成互

補，在傳輸和建網方面，聯通在南方區域擁有較多資源，而電信則在
北方更有優勢。兩大運營商共建共享有助節省資本開支及經營開支，
亦有助提升資源利用率。

核心網業務平台仍保獨立性
他強調，「共建共享」之下，兩公司在核心網和業務平台方面依舊

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以便於為各自的客戶提供差異化服務。雙方已組
建團隊進行研究和測試，正在試驗中。
柯瑞文並未透露「共建共享」將能為中電信節約多少成本，只稱會
發揮出很好的協同效應，稱全球運營商在5G網絡建設「處於同一起
跑線」，未有先例。但此前中聯通曾表示，料未來5年各自能節約
2,000億至2,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十分客觀。

中移動洽中廣電尋合作共贏
三大運營商之二合作「共建共享」，那是否表明中移動（0941）就
會獨自發展呢？中移動董事長楊杰早前在記者會上透露，中移動有與
中國廣電接觸和討論，尋求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的模式。據悉，廣電
最大的優勢是擁有強大的固網用戶，而早在5G牌照發放之前，中移
動就向工信部提議與中國廣電合作，但至今未有進一步的消息。顯
然，各家都希望能在5G發展之下，通過合作形成互補和共贏。
此外，外界最關心的月費計劃似乎也初見端倪。中聯通董事長王曉
初率先在自家業績會上披露5G套餐最低定價將為190元 / 月，中移
動則指具體計費方案將在下月公開詳情。

5G套餐見端倪待正式出籠
中電信未透露詳情，執行副總裁王國權回應，現時三家營運商均未

正式推出5G套餐，未來將綜合基礎通信、權益和應用三個維度，滿
足客戶需求。不過有報道披露，中電信的套餐資費預計介於199元 /
月至599元 / 月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國兩
年與10年期債息再度出現「倒掛」，市
場又再憂慮經濟衰退降臨，加上摩根士
丹利發表報告，將MSCI香港和阿根廷
的評級下調至「減持」，指最近香港的
社會事件，導致香港經濟出現問題。大
摩亦下調了今年本港的生產總值(GDP)增
長，由1%調整至負0.3%。消息都令港
股疲軟，恒指高開低走，全日跌221點
報26,048點，成交縮減至785億元。國
指報10,122點，跟隨大市跌0.5%。

人民幣走低 內房股齊下挫
摩根士丹利認為，全球經濟放緩正擴
大至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市場，該行將
2019年第三季至明年上半年，全球GDP
增長預測降至3%以下，並指金融狀況或
面臨非線性收緊，令全球經濟衰退風險
上升。大摩還預期，未來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波動性將加劇。昨日，對息口敏感
的地產股下挫，太古地產 (1972) 跌

2.9%，長實(1113)跌2.1%，新地(0016)跌
1.8%，九倉置業(1997)跌1.8%。此外，
恒地(0012)半年基本盈利跌52%，券商看
法分歧，全日大挫3.2%至37.55元。
人民幣走低，CNH跌破7.1，內房股
回軟，碧桂園(2007)先升後跌1%，中海
外(0688)跌2.1%，富力(2777)跌1.4%，雅
居樂(3383)亦跌1.7%。
隨地產股外，公用股跌幅也較大，例

如煤氣(0003)便再挫3.6%，是業績公佈
後第二日下挫，兩日間該股已累跌
8.7%，是多年來最大的跌幅。

藍籌利潤跌幅料海嘯後最劇
據彭博統計指出，港股市值較高位已

累積蒸發逾6,000億美元(約4.68萬億港
元)，估值低成為了港股亮點，但同一時
間，企業盈利預測亦已被下調。分析師
表示，預計藍籌股今年的營業利潤，平
均下降19%，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降幅最大的一次。

抗議活動沉重打擊本港經濟
報道指出，企業利潤下降，除了因中

美貿易戰及人民幣疲軟外，還反映了持
續11周的抗議活動，令香港經濟背負沉
重壓力。
事實上，多間公司在公佈業績後，昨

日股價都見下跌。恒安(1044)半年純利跌
3.6%，雖然派息維持，但股價仍急挫
5.3%，是跌幅最大藍籌。吉利(0175)半
年純利跌四成，但符合市場預期，大行
對該股的看法迥異，惟管理層對前景仍
樂觀，刺激該股急升7.6%報11.88元，
帶動汽車股也普遍造好。
比亞迪(1211)亦料今季盈利大跌，預警

第三季純利會跌至1億至3億元人民幣，
故遭券商降目標價，該股大跌6.6%。連
同子公司比亞迪電子(0285)，亦因半年純
利大倒退而急挫近6%。新秀麗(1910)業
績後被麥格理唱好，股價飆升近19%，
創上市以來最大單日升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日前
傳出私有化的本港老牌工業股、由工業
家蔣震有份創立的震雄集團(0057)，昨日
發出通告表明無計劃私有化，該集團主
席蔣麗苑昨出席股東會後強調，無意私
有化並稱集團正努力投資工業科技，以

及致力研發新產品，更稱「工業是公司
的生命」。被問及集團會否將業務轉為
從事地產發展，蔣麗苑未有正面回應。
震雄集團昨日升0.7%，收報2.73元。
昨日有出席參與股東會的蔣家五女蔣

麗苓表示，家族成員之間沒有討論過要
將公司私有化，日後是否私有化則留待
公司董事會討論。另一方面，持有震雄
集團約6.01%股權、第三大股東的獨立
股評人David Webb昨亦出席股東會，
他於會後表示，如果震雄集團要私有
化，就要看大股東出價是否合理，假如
作價合理的話，自然獲得股東支持。根
據港交所的資料顯示，震雄集團大股東
為蔣震及其家族成員，持股約63.75%，
主要透過蔣震工業慈善基金持有；第二
大股東則為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持股

7.93%，David Webb則持有6.01%，為
第三大股東。
以昨日收市價計，震雄集團市值約

17.21億元，蔣震及其家族成員持股市值
約11億元。

蔣志堅連任董事不獲通過
此外，震雄集團昨舉行股東周年大

會，會上其中一項議案為就蔣志堅尋求
連任董事作出表決，惟昨晚集團發出的
公告指，有佔出席股東約78%、約4.05
億股股份投票反對蔣志堅連任董事，由
於反對票過半，蔣志堅將不能連任。
業績報告又指，在未來集團將繼續加

強二板式大型注塑機的設計及優化。至
於該集團全年純利則為9,000萬元，按年
跌11.8%，每股派末期息4仙。

中電信：與中聯通各擁優勢 可發揮協同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地再加快5G發展步

伐，據稱三大運營商將於9月1日正式啟動5G商用。

三大電信商均已於中期業績會上透露最新的5G部署，

全年建設4至5萬個基站不等，5G開支均佔資本開支

的11%以上。中電信（0728）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柯

瑞文昨於業績會上證實，已與中聯通（0762）達成

「共建共享」5G的共識，更不排除在人口密度低的偏

遠地區形成三家共建的可能性。

中電信冀年底建4萬個5G基站

憂衰退大摩唱淡 港股26000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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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苑：震雄無意私有化

■太子灣購物藝術中心K11模擬圖。

美聯：分行續租已要求減租20%
■蔣麗苑
稱，集團
正努力投
資工業科
技，以及
致力研發
新產品。
殷考玲 攝

■■港股昨一度失守港股昨一度失守2600026000關口關口，，
成交縮減至成交縮減至785785億元億元。。 中新社中新社

三大營運商全年5G部署比較

年底目標

5G開支
（佔資本開支比例）

中移動

5萬個基站，
覆蓋50城

240億元（14.4%）

中聯通

4萬個基站，
覆蓋14城

80億元（13.7%）

中電信

4萬個基站，
覆蓋50城

90億元（11.5%）

■■柯瑞文柯瑞文((左二左二))稱稱，，已與已與
中聯通達成中聯通達成「「共建共享共建共享」」
55GG的共識的共識。。右一為王國右一為王國
權權。。 周曉菁周曉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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