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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擘阿里巴巴(9988)

昨晚公佈業績，第三季收

入達到 1,614.6 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38%，淨利

潤更增長58%至523億元

人民幣，表現優於市場預

期。阿里巴巴今年度首9個

月的收入 3,954 億元人民

幣，上升近 40%，盈利

1,461億元，增逾1.3倍。

不過，阿里指，新冠肺炎

疫情帶來很大的不確定

性，並透露3月營收顯著下

滑。阿里公佈季績前升

1.023%報217.2元。

疫市「首績」阿里上季多賺58%勝預期
疫情增不確定性 預告下月營收顯著下滑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長江和
記(0001)昨公佈，旗下澳洲電訊公司 Vo-
dafone Hutchison Australia （ VHA）獲
澳洲聯邦法院批准與 TPG 電訊公司繼續
進行合併建議。VHA 與 TPG 會盡快完
成合併，將成為當地第3家同時提供流動
及固網服務的電訊公司。
VHA 行政總裁包路達（Iñ aki Berroe-

ta） 說，若合併獲得其餘監管機構及股
東通過，而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又
不提出上訴，合併預期會於2020年中完
成。
包路達指出，兩家公司合併能惠及澳

洲經濟，促進包括 5G 等新一代網絡的更
大投資。兩家公司訂定了進取的 5G 推展
計劃，合併越早推行，就可以更快為澳

洲消費者及商界帶來具競爭力的服務。
他指出，由開始申請合併至今已 18 個
月，熱切希望能盡快前行，帶來上述裨
益。

申請歷年半 合併料年中完成
他稱，合併批核的漫長過程和華為禁

令，一度給予公司競爭對手優勢。法院
昨的批准排除了這些不確定情況，令
VHA 可以加快為顧客帶來 5G 科技。
合併後公司所持有的頻譜將增加 VHA
網絡容量和進一步投資的規模，並指將
具備規模在整個電訊市場與對手正面交
鋒，推動更大競爭、投資與創新，為澳
洲消費者及商界帶來更多選擇、更高價
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新冠肺
炎肆虐下，新盤成交淡靜，部分現樓要
提供長成交期才獲承接。嘉里旗下已屆
現樓的皓畋透過招標以5,880萬元(連1個
車位)，售出6座25樓實用面積1,477方呎
B室，實呎39,810元，屬４房雙套房戶
型。據成交記錄冊顯示，買家最長可獲
1,138日、即約3年特長成交期，但須於
720日內分段繳付13%樓價，同時可享提
早入住，及獲贈價值10萬元的地櫃。

匯璽II下周加價賣兩單位
新地旗下西南九龍匯璽II將其中2個單
位提價6%至7%，安排於下周一推售。
該2個單位分別為5B座49樓B室及3A座
39 樓 A室，前者面積 385 平方呎，由
1,262.2 萬提至 1,347.5 萬元，加幅約

7%。而3A座39樓A室，面積1,358平方
呎，由早前的4,826.9萬元提價至最新
5,116.1萬元，加幅約6%，單位早前已曾
加價，與最初定價4,417.9萬元相比，單
位累積加幅達16%。

傲玟首推6600呎樓王招標
銀集團主席潘蘇通私人持有的何文田

傲玟推出113伙招標，於下周一起至4月
30日以每日截標方式發售，首推位於第
1座27、28及29樓A室的逾6,600呎頂層
三複式樓王。
美聯集團主席黃建業指出，新冠肺炎
冰封樓市，預期2月無論一二手成交皆有
機會創出近年新低。不過，港樓基調穩
健，市場更出現「撈底客」趁低入市吸
納，故只待疫情徹底過去，累積的購買

力釋放，屆時樓市將迎來「U型反彈」，
成交將會回升。因此他於昨日會議中，
要求同事及早規劃未來，齊心捕捉天晴
後的商機。黃建業更估計疫情快將過
去，並祝願港人身體健康。

疫市救亡 皓畋推3年成交期

■嘉里旗下的皓畋透過招標售出，成交期
長達三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香港
樓市去年下半年經歷修例風波衝擊，已
相當疲弱，但在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來
勢洶洶影響下，對樓市影響可謂雪上加
霜，連帶政府辣稅收入繼續下跌，再創
新低紀錄。稅務局公佈最新數據，1月份
三大辣稅（從價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及
額外印花稅）只得8.19億元，按月再跌
8.9%，創2014 年後有記錄新低。

非住宅物業稅收跌逾6%
2020 年樓市開局不利，遭逢疫症打

擊，香港樓市價量繼續於低位徘徊，直
接影響政府於物業交投上的稅收。據稅

務局公佈，今年 1月份三大辣稅共有
1,372宗，雖然按月上升6.7%，但所涉稅
收總額則只有約8.19 億元，對比去年12
月8.99億元再跌8.9%，連續2個月創紀
錄新低。
各項辣稅中，跌幅較明顯為從價印花

稅、買家印花稅。當中需要繳交住宅從
價印花稅的個案於1月份錄得177宗，按
月跌19%，為有記錄最少，而涉及辣稅
僅3.79億元，屬3年最少。而非住宅物業
須繳交之雙倍印花稅之個案，於1月份雖
然微升14%至1,080宗，但所涉稅收反而
跌6.7%至228.7億元，反映非住宅物業價
值進一步下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 湖北一日激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
例，雖因統計口徑調整所致，仍令A股
市場止步反彈。滬深三大股指昨全部收
跌。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906點，跌
20點或0.71%；深成指報10,864點，跌
76點或0.7%；創業板指報2,064點，跌
20點或0.99%。兩市共成交8,711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周三放量一成。
互聯互通北向資金淨流入33億元。

醫廢處理板塊飆逾5%
疫情相關板塊漲跌互現，口罩、在線
教育、遠程辦公、流感板塊領跌，跌幅
超過 3%；中藥、精準醫療、病毒防
治、獨家藥品跌超2%；但醫廢處理板
塊仍然暴漲逾 5%。行業板塊多數收
綠，僅貴金屬、化肥、農藥獸藥、農牧
飼漁等上揚，貴金屬板塊大漲3%。電
信運營、文教休閒、文化傳媒、商業百

貨、券商信託等板塊表現低迷，電信運
營板塊重挫4%。
源達分析，本周板塊輪動較快，資金
以一日遊為主，盤中炸板率一度走高，
短期操作難度加大。不過，市場雖然分
化明顯，科技股依然是資金重點參與的
方向。此外，北向資金依舊延續淨流入
趨勢，但是買入金額明顯減速，說明外
資短線保持謹慎態度。

北向資金短線趨謹慎
另據《證券日報》統計，自2月3日
開市以來，已有87家證券公司 (含海外
證券公司) 對 67家上市公司進行了調
研，共調研487次。有15家上市公司被
券商調研10次以上，包括博雅生物、京
東方A、邁瑞醫療、創業慧康等。從行
業分佈來看，券商調研的上市公司主要
集中在計算機、醫藥生物兩大熱門行
業。

■昨日A股反彈止步，滬深三大股指昨全
部收跌。 資料圖片

A股漲跌互現 口罩板塊續回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章蘿
蘭） 安永13日在京發佈關於2019年全
年中企海外投資的報告稱，去年中企海
外投資延續下降趨勢，全行業對外直接
投資及宣佈海外併購分別下降9.8%及
31%。安永中國海外投資業務部全球主
管周昭媚表示，受疫情影響，中企海外
投資市場形勢還有待觀察。目前來看，
建議中企謀定而後動，可預先關注
TMT、醫療及先進製造等海外投資機
會。
數據指出，2019年中國全行業對外直

接投資1,171.2億美元，同比下降9.8%；
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106億美元，同比下
降8.2%。同時，投資結構更加均衡，主
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製造業、批
發和零售業。
期內中企海外併購總體仍保持審慎，

宣佈海外併購總額686億美元，同比下降
31%；宣佈的併購數量591宗，同比減少
23.5%。2019年第三、四季度中企海外併

購熱情有所回升，併購金額及數量降幅
均大幅收窄，2019下半年中企宣佈的海
外併購額同比僅下降2.8%，而上半年同
比下降了55.9%。

亞洲成第一大海外併購地
按區域看，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

下，去年亞洲躍升為中企海外第一大併
購目的地，佔投資總額的近三成，在整
體併購額大幅下挫的情況下，亞洲仍逆
勢增長19.1%；中企在歐洲宣佈的海外併
購金額為205.3億美元，同比大幅下降
57.1%，為連續第三年下降，創2014年以
來最低。在北美洲，中企的併購則持續
受地緣政治風險，和外商投資政策阻力
帶來的影響，去年中企對北美洲海外併
購金額為135.4億美元，同比降近三成，
創2012年以來最低。不過隨着中美關係
趨於緩和，中企第四季度對北美洲投資
回暖，環比上升41%，使美國重回全年
中企海外併購第一大目的國。

中企海外投資去年減近一成

疫潮洶湧
上月辣稅收入續見新低

長和澳洲VHA與TPG合併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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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第三季業績概要
項目

營業收入

淨利潤

核心商業收入

零售商業收入

雲計算收入

數字媒體及娛樂

零售市場移動每月活躍用戶8.24億人，按季
增加3,900萬人

零售市場年度活躍消費者7.11億人，按季增
加1,800萬人

金額（人民幣)

1,614.6億

523億

1,414.8億

1,104.6億

107.2億

74億

變幅(%)

+38

+58

+38

+36

+62

+14

阿里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首家公佈
業績的內地大型科技公司，最新財

報對疫情的着墨不多，只強調去年「雙
十一」銷售額創逾380億美元新高。Ber-
nstein分析師David Dai向媒體表示，由
於商家和物流網絡的發展，都陷入瓶
頸，令阿里短期存在挑戰。中長期而
言，由於消費者愈來愈習慣網購，就連
最難滲透的食品雜貨市場也因疫情而向
網上轉移。
阿里本周表示計劃減免天貓商家半年
的平台服務年費，幫助相關零售商和品
牌應對疫情帶來的困難，或對阿里今年
營收構成壓力。
港股方面，內地確診新冠肺炎人數大增
過萬人，A股跌0.7%，恒指高開低收93點，
收報27,730點，成交額仍維持千億元以上，
錄得1,061億元。分析師指出，港股昨日仍
能守住250天線(27,686點)，反映市場其實
已逐漸消化疫情的震盪，但隨着愈來愈多公

司宣佈裁員，料會影響投資氣氛，使大市進
入調整階段。

裁員損氣氛 大市料步調整階段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雖然

肺炎疫情持續困擾，但股市所受的影響
其實不大，好像昨日A股回軟，惟A股在
疫情期間的總體跌幅並不大，港股走勢
也類似。他又指，港股在一輪反彈過
後，會借企業裁員等負面消息而進入調
整期，但相信調整幅度不會太深，以現
況判斷，恒指很大機會在上周一，已做
了今次疫症跌浪的低位，未來走勢要看
疫情發展。

前車可鑒 輕率做淡隨時「挾死」
他特別呼籲投資者不要輕率做淡，除

非手持重倉，淡倉只可作為對沖，否則
隨時被市場「挾死」。回顧2003年沙士
的經驗，他指股市都是會走在疫情之

前，只要極度恐慌情緒出現後，指數就
會立時反覆回升，不會等到疫情受控後
才向上。
沈振盈續說，目前港股日均成交逾千
億元，顯示市場上有人大手買貨，而在
疫情下也甘願接貨者，肯定是中長線的
機構大戶。所謂「大戶買貨，愈買愈
低」，基金要拉低平均入市成本，就一
定要在恐慌時入場，不能待確認見底才
買貨，所以現階段做淡的風險甚高。

5G手機上市 小米股價升逾3%
新經濟股繼續獲青睞，小米(1810)發佈

小米10系列5G手機，將於2月14日情人
節開售，價格由3,999元人民幣起，市場
憧憬下股價升3.6%。防疫概念股繼續炒
作，威高(1173)設口罩生產線，可望3月
投產，股價爆升78.6%。建溢(0638)擬改
裝現有車間，生產口罩及防護衣，股價
也升18.4%。

■阿里表示計劃減免天貓商家半年的平台服務年
費，幫助相關零售商和品牌應對疫情帶來的困
難，或對其今年營收構成壓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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