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經濟B3

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99月月1010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責任編輯：黃驍

吉利入股Volocopter 佈局空中出行
雙方擬在華組合營 開拓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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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當年累計新增借款

超過上年末淨資產百分之四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根據《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司債券上市規則》等相關規
定，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就本年累計新增借款情況予以披露，具
體情況如下（未經審計）：

一、公司主要財務數據概括
單位：萬元

上年末淨資產注 1,166,511.85

上年末借款餘額注 860,807.68

計量月月末 2019年8月31日

計量月月末的借款餘額 1,398,341.34

累計新增借款餘額 537,533.66

累計新增借款佔上年末淨資產的具體比例 46.08%

達到信息披露義務的比例 40%

註：上年末財務數據未經審計，系因公司實施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而追溯調整前期比較財
務報表。

二、新增借款的分類披露
單位：萬元�

新增借款類型 借款新增額 累計新增借款佔上年末淨資產
的具體比例

銀行貸款 317,705.04 27.24%

企業債券、公司債券、金融債
券、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 219,828.62 18.84%

合計 537,533.66 46.08%

三、新增借款對償債能力的影響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是公司為滿足日常生產經營資金需求，增加銀行借款、債券融資金額所致，

屬於正常經營活動範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項業務經營情況穩定、盈利能力良好。公
司將合理調度分配資金，確保借款按期償付本息，上述新增借款對公司償債能力不構成重大不
利影響。上述財務數據均未經審計，敬請投資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9月10日

Volocopter創建於2011年，旨在提供點對點
到達的空中電動出行服務，改善大城市交通
體系。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會主席康林松
稱，戴姆勒自2017年至今一直是Volocopter
的股東之一。
2018年，Volocopter原型機在芬蘭赫爾辛
基國際機場成功試飛，實現了與空中交通管
制系統的兼容。最新一代兩座機型最高時速
110公里，續航里程35公里，能夠滿足90%
以上大型城市內的短途出行需求。

轉型移動出行服務商
近年吉利控股積極佈局智慧立體出行生
態，逐步實現從汽車製造商向移動出行服務
商轉變。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表示，

Volocopter是全球城市創新出行模式的引領
者。通過與Volocopter成立合資公司，吉利
控股將充分利用自身研發體系及產業佈局，
助力其開拓中國內地市場，為用戶提供最佳
出行體驗。

「空中出租車」前景佳
有研究指，到2030年，全球60%以上的
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在城市中開展空中出
行，將是應對城市出行挑戰的最佳方案，城
市「空中出租車」市場潛力巨大。德勤發佈
的《移動出行之未來飛行汽車》報告預測，
2040年，僅美國的「空中出租車」市場規模
就可達到170億美元。
本輪融資將幫助Volocopter旗下Volocity

機型在未來三年獲得歐洲航空安全局（EA-

SA）的商業認證，進一步助推商業化進程。
本輪融資完成後，Volocopter融資總額將達
8,500萬歐元，吉利控股與戴姆勒都將進入
Volocopter董事會。據悉，Volocopter正在
談判今年年底前籌集更多資金。

合拓項目至今已達三個
本次投資Volocopter是吉利控股和戴姆勒

合作的第三個項目。吉利控股於去年成為戴
姆勒長期戰略投資者和最大單一股東。去年
10月，吉利控股旗下的吉利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與戴姆勒出行服務有限責任公司宣佈成立
高端專車出行合資公司。今年3月，吉利控
股與戴姆勒組建合資公司，雙方各持股
50%，擬推動smart品牌轉型，成為高端電
動智能汽車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飛行汽車開發商德國

城市空中出行公司Volocopter宣

佈，完成C輪首輪融資5,000萬

歐元(約3.91億元人民幣)，由浙

江吉利控股集團領投，戴姆勒股

份公司也參與投資，雙方各持股

10%。此外，吉利控股與Volo-

copter 還將在內地成立合資公

司，致力於將全球領先的城市空

中出行解決方案引入中國內地，

吉利將負責Volocopter產品在內

地的生產和市場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早在一年
前預告會於今天(10日)正式退休的阿里巴巴董
事局主席馬雲，選擇在今天55歲生日兼阿里
巴巴20周年慶祝大會的日子退休，可謂意義
重大。自馬雲宣佈退休以來，他的繼任人阿
里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一直備受關注，
接任董事局主席一職後，47歲張勇雙料要職

加身，將是阿里巴巴集團繼馬雲之後的第一
人，而馬雲則繼續擔任集團董事，直至明年
任期結束。

行事低調曾被誤認保安
從內地最知名商界巨擘手中接過阿里巴巴

的帥印，除了多了加冕光環之外，同時也背
負沉重的壓力。馬雲是全球知名人物，與許
多政要過從甚密以及在諸如世界經濟論壇等
重要場合的火爆演講使他家喻戶曉。相比之
下張勇則是名不見經傳，他行事低調，與投
資者召開電話會議時，講起英語來也總是不
那麼流暢。即便是在內地他也不是很有名。
甚至在阿里巴巴總部內，他曾經被一名員工
的父母誤認為是公司保安員。
不過，張勇具備的商業頭腦正是馬雲欣賞

他的地方。張勇想在阿里巴巴內部建立一項
初創業務，集食品店、餐館、快遞應用於一
身，這就是盒馬鮮生，是一家非傳統超市，
傳送帶沿顧客頭頂上方的天花板運送裝

食品的購物袋，人臉識別設備在結賬時掃描
顧客，而且商店會各處收集網上訂單中指定
的物品，旁邊待命的快遞員則隨時準備將收
集齊的訂單物品在30分鐘內送到周邊1.9英里
範圍內的顧客手中。盒馬鮮生如今在內地17
個城市已有150家實體店。

倡「新業務終結舊業務」理念
張勇說阿里巴巴的獨到定位是要將食品雜

貨及其他領域的線上線下世界整合在一起，
他所發起的幾十個新項目如今正在引導阿里
巴巴向金融、醫療、電影、音樂等眾多領域
縱深發展。
張勇曾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每個企業都
有生命周期，如果不是由我們自己來終結現
有的業務，也終歸會有其他人來終結。與其
那樣，還不如我們自己用新業務來終結現有
的業務。」除了盒馬鮮生這新穎的業務模
式，張勇於2008年初接手開發天貓商城，如
今也成為阿里巴巴利潤最豐厚的業務。

張勇今接任阿里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
樂） 深交所上周與匈牙利布達佩
斯交易所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
雙方將進一步加強人員交流，促
進市場資源對接和信息展示，推
進跨境指數開發等創新合作。此

外，雙方將合作建設中匈科技創
新投融資服務平台，為兩國創新
型中小企業與資本對接搭建生態
體系，促進雙邊創新經濟通過資
本紐帶開展更廣泛合作對接，更
好服務兩國實體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
樂） 為打擊通過違規關聯交易進
行利益輸送等亂象，有效防範金
融風險，銀保監會近日發佈《保
險公司關聯交易管理辦法》，規
定保險公司對單一關聯方的全部
投資餘額，合計不得超過保險公
司上一年度末總資產的15%。至
於保險公司對全部關聯方的投資
餘額，合計不得超過保險公司上
一年度末總資產的30%或上一年
度末淨資產二者中金額較低者。

防保險公司成「提款機」
銀保監會有關負責人表示，近
年來通過違規關聯交易進行利益
輸送問題已成為行業亂象之一，
個別保險公司通過設立非金融子
公司或者層層嵌套的金融產品，

向關聯方輸送利益，把保險公司
當成「提款機」，引發重大風
險。
此外，《保險公司關聯交易管

理辦法》還包括：保險公司投資
未上市權益類資產、不動產類資
產、其他金融資產和境外投資的
賬面餘額中，對關聯方的投資金
額不得超過上述各類資產投資限
額的50%；保險公司投資金融產
品，若底層基礎資產涉及控股股
東或控股股東的關聯方，保險公
司購買該金融產品的份額不得超
過該產品發行總額的60%；持有
保險公司5%以上股權的股東質押
股權數量超過其持有該保險公司
股權總量50%的，銀保監會可以
限制其與保險公司開展關聯交
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
院昨日發佈最新一期《中國百城
宅地成交報告》，顯示當前宅地
市場低迷，其原因一方面受到
「穩地價」政策影響宅地價格漲
勢遇阻，另一方面則是住房交易
疲軟，房企對待後市態度並不樂
觀，拿地亦開始謹慎。
報告指，2019年1至8月份，重
點監測的內地100個城市宅地價格
為5,546元人民幣/平方米，同比

漲14.4%。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
究總監嚴躍進表示，該數據顯示
當前宅地價格曲線略有下行，這
和預期調整等因素有關，今年二
季度宅地價格曲線開始上升，使
得宅地市場去槓桿繼續，銀保監
會嚴控信貸資金，使得資金「輸
血」宅地難度大增。
另外，2019年1至8月份，內地

百城的宅地成交面積為39,388萬
平方米，同比增長9.2%，較去年
同期兩位數增幅明顯收窄。

咕咚發佈綠道智能系統
9月9日，咕咚在成都舉行新品

發佈會，「綠道智能運動系統」
是該公司推出的首個運動場景智
能化解決方案，該系統主要包括
智能跑道、虛擬陪跑教練「兩大
產品」。「智能跑道」將用戶跑
步公里數、實時心率、運動軌跡
等傳輸到運動數據中心，數據中
心經過綜合分析後在智能大屏上
顯示，或通過咕咚APP推送到手
機終端，用戶可實時關注自己的
運動排行。「虛擬陪跑教練」即
綠道打造的虛擬LED大屏，用戶
通過大屏就會自動投影出用戶的

虛擬陪跑教練。
■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國際酒博會貴陽開幕
以「薈萃全球佳釀 促進投資貿
易」為主題的第九屆中國（國
際）酒類博覽會在貴陽開幕，參
展商超過2,000多家，其中境外參
展商近1,000家，佔近50%，境外
報名參展的採購商978人。國內外
專業採購商16,000多人。本屆酒
博會將設展館(展區)8個，會場設
國際名酒館、中國名酒館、境內
外酒類綜合館、啤酒展區和美酒
嘉年華活動區等。

■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
菁） 中聯通（0762）昨宣
佈，與中電信（0728）簽署
《5G 網絡共建共享框架合作
協議書》，兩運營商將在15個
城市分區承建5G網絡，並以
雙方4G基站總規模為主要參
考。雙方的用戶歸屬將不變，
品牌和業務運營保持獨立。
根據合作協議，雙方在內地

全境合作共建一張5G接入網
絡，雙方劃定區域，分區建
設，各自負責在劃定區域內的
5G網絡建設相關工作，誰建
設、誰投資、誰維護、誰承擔
網絡運營成本。5G 網絡共建

共享採用接入網共享方式，核
心網各自建設，5G 頻率資源
共享。當雙方各自與第三方的
網絡共建共享合作，不能不當
損害另一方的利益。

採4:6建設區域比例
網絡建設區域上，雙方將在

15 個城市分區承建 5G 網絡，
北京、天津、鄭州、青島、石
家莊北方5個城市，中聯通與中
電信的建設區域比例為6:4；上
海、重慶、廣州、深圳、杭
州、南京、蘇州、長沙、武
漢、成都南方10個城市，建設
區域比例則為4: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豪 上
海報道） 匯率波動對貨幣政策邊
際放鬆不構成硬約束，昨日央行
開展1,200億元人民幣(下同)7天期
逆回購操作，當日1,765億元MLF
到期。在岸人民幣兌美元16:30收

盤報7.1286，較上一交易日跌43
個基點。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調
升4個基點，報7.0851。前一交易
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7.0855，
16:30收盤價報7.1243，23:30夜盤
收報7.115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中美貿易問題仍未解決，
在美國對中國提出關稅清單中，全部產品都「中箭」的利奧紙
品，主席梁鎮華昨表示，目前美國業務佔整體營業額4成，雖然
貿易戰對相關業務有影響，不過越南首間廠房已投產，料可覆蓋
一半美國訂單需求，而已加徵的關稅可能會轉嫁客戶、或由公司
分擔部分等，期望今年美國業務佔比持平。
利奧紙品昨與8間銀行簽署總值4億港元的4年期綠色融資，
當中有部分資金將用作在東南亞建設第二廠房，廠房總佔地8萬
平方米，料將於2021年投產，部分則用作加強內地廠房的綠色
項目。另外，公司去年已完成總值3.5億港元的綠色融資。
梁鎮華表示，貿易戰至今仍有不少變數，為了加強風險管理，

及應付客人需求，因此決定在中國以外地區成立另一個生產基
地，以減低貿易戰對客戶、公司業務及成本影響。而越南首間廠
房已投產，第二間廠房則預計於2021年投產後，料屆時將可完
全應付美國市場的需求。
雖然在貿易戰進一步升溫下，不少銀行收緊受貿易戰影響企業

的信貸審批，不過利奧紙品首席財務官黎景隆表示，集團連續兩
年取得的是綠色融資，由於綠色融資需符合特定要求，加上公司
是印刷業龍頭企業之一，僧多粥少下，相信銀行亦希望多做優質
企業貸款生意，因此未有受影響。
另外，梁鎮華又指，公司有考慮在香港上市，但無明確時間
表，亦不會考慮現時上市，相信要等有合適環境及時間才決定上
市。

聯
通
夥
中
電
信
15
城
建
5G

銀保監會新例打擊違規利益輸送

深交所與匈牙利交易所簽合作

在岸人民幣即期跌43點子

住房成交疲軟遏宅地價漲勢

利奧紙品越設廠減貿戰影響

經 濟 簡 訊

■圖為德
國柏林展
出的一台
Volocop-
ter的城市
「空中出
租車」原
型機。

■張勇具商業頭腦，受到馬雲欣賞。資料圖片

■ 梁 鎮 華
（中）稱越
南第二間廠
房 預 計 於
2021 年投
產後，料屆
時將可完全
應付美國市
場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