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小米（1810）昨公佈疫情下首份

季度業績。公司首季收入逾497億

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13.6%，其中首度實現海外收入佔

半。經調整淨利潤達到23億元，按

年增長10.6%。小米總裁王翔昨在

業績電話會議中表示，由於內地新

冠肺炎疫情已經有所紓緩，內地市

場的手機需求，現已回復正常水

平。 小米昨收報 12.8 港元，升

1.106%。

B2 新聞財
經

■責任編輯：曾浩榮

20202020年年55月月212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小米：內地手機需求已回復正常
疫情無阻手機銷量增長 首季經調整利潤增一成

據公司的業績公告顯示，純利為21.64
億元，按年下跌30.8%，主要由於公

允價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僅3億元，較由去年同期收益26億元大減
少86.8%。每股基本盈利0.091元。
小米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末以來，隨着
內地疫情逐漸紓緩，主要產品在一季度末
銷售已回到疫情前水平。公司會與上下游
企業通力合作，穩定生產。目前內地市場
供應端復工復產順利，線下客流逐漸恢
復，需求端反彈趨勢明顯。
另外，在疫情影響下，境外的其他市場
也採取了不同形式的應對措施，預計會對
今季公司業績造成影響。公司其中一個重
要海外市場印度，當地政府自3月底開始實
施嚴格的封鎖措施，封鎖期間公司的銷售
受到了較大的影響。不過自本月起，印度
已分階段解除當地的生產及銷售活動限
制，在已經開放銷售的地區，消費者需求

呈現反彈趨勢，與內地市場早前的情況相
似。

海外市場銷售漸見復甦
在其他境外市場，應對疫情的限制措施

也出現不同程度的放鬆趨勢，銷售也開始
復甦。例如，截至5月第三周，歐洲市場每
周的智能手機激活數，已經達到今年1月份
平均周激活量的90%以上。王翔昨表示，
公司將做好供應鏈管理，期望下半年疫情
於海外紓緩後，公司業務能繼續高速增長
勢頭。
對於美國再度打壓華為，禁止全球企業
用美國技術和設備為華為生產芯片，王翔
則表示公司有信心於海外市場繼續發展業
務，同時維持與外國企業的合作關係。
另外，恒指公司早前表示經市場諮詢

後，宣佈逾90%回覆人士，均支持將同股
不同權及第二上市的公司，納入恒指組合

之內，意味小米最快在8月便可「染藍」
（9月生效）。對於上述消息，王翔表示香
港資本市場擁有良好法規，相當優秀，期
待市場日後有良性改變。
此外，業績公告顯示，小米今年首季智

能手機部分的收入，達303億元，按年增長
12.3%，智能手機銷量達到2,920萬部，按
年增長4.7%。根據Canalys的統計，今年首
季公司的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令公司的
市場佔有率上升至11.1%，排名全球第四，
是五大手機廠商中，僅有的兩家出貨量，
維持按年正增長的廠商之一。

智能手機均價升18.7%
受到5G等高端機型的拉動，今年首季公

司全球智能手機平均售價按年上升7.2%。
今年首季公司在內地市場的智能手機平均
售價，按年上升18.7%，境外市場則按年上
升13.7%。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據IFR消息，在納斯達克上市的
京東與網易，計劃最快下個月在
港招股，作第二上市，集資額分
別約30億美元及10億至20億美
元。加上近日多隻新股招股，又
扯升港匯，非常貼近強方兌換保
證，使港股無視外圍股市跌勢，
昨日再升11點，收報24,399點，
連升第3日，成交1,020億元。恒
指公司董事兼研究及分析主管黃
偉雄指，目前3隻廣為人知的股
份，在市值和成交都符合納入藍
籌的條件。阿里巴巴(9988)、美團
(3690)及小米(1810)昨日均上升。

微醫京東網易傳快招股
京東據報將於下周就會來港進

行上市聆訊，若順利通過，將於6
月初招股，估計會於6月18日作
第二上市，集資約30億美元(約
234 億元)。據稱，京東今次招
股，不會引入基石投資者。此
外，網易據報亦計劃於6月上旬在
港第二上市，集資額料介乎10億
至20億美元(約78億至156億元)。

至於騰訊旗下的微醫亦傳在5月
底遞交上市申請，該股估值高達
150億美元(約1,170億元)。在多隻
知名股份排隊上市下，除港匯扯
升之外，港交所(0388)股價續升
0.2%，昨收265.8元。
市場人士表示，恒指公司將同

股不同權及第二上市公司納入藍
籌選股範圍，此舉鼓勵了更多新
經濟公司回流，有助帶動資金流
入香港。事實上，港元昨日強
勢，盤中升至1美元兌7.7502港
元，離強方兌換保證的區間，只
差兩個基點。1個月港元拆息終止
連跌趨勢，反彈至0.59786%，有
報道指，京東和網易快將來港集
資，使市場擔心港元抽緊，導致
港匯及1個月拆息走高。
平安好醫生(1833)再度解釋撤換

主席原因，但表明不礙營運，早段
曾跌至98.4元，後扭轉跌勢，全日
收市報106.2元，倒升5.1%。匯豐
上調該股目標價43%至117.5元，
指管理層變動，不影響公司前景，
政策及公司均向正確方向前進，同
時社交網各報銷亦有助長遠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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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晨 上海報道）
人民銀行昨天發佈的5月一年和五年以上期
限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報價分別持平
於上月的3.85%和4.65%。專家指出，全國
兩會於今日起召開，市場正等待兩會更多的
政策指引，關注6月央行降息節奏是否加
快。同時，年內LPR仍有下行空間。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董希淼
表示，今年以來央行政策更趨靈活，且疫情
以來央行已先後開展降準、公開市場操作
等，受此影響，當前市場利率中樞明顯下
行，流動性狀況也表現充裕，這使短期引導
市場利率繼續下行的需求有所減弱。

實際貸款利率已正下行
第一太平戴維斯中國市場研究部主管簡可

認為，央行本月15日雖開
展了1,000億元(人民幣，
下同)一年期MLF（中期借
貸便利）操作，但中標利
率仍維持2.95%不變，本
月LPR報價按兵不動符合
預期。他並指，年內LPR
報價先後調降過2次，其
中，一年和五年期以上
LPR報價年內累計降幅分
別為30和15個基點。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

師王青稱，實際貸款利率
已在較快下行，加之監管
層注重把握貨幣政策邊際

寬鬆節奏，或是本月LPR報價保持不變的主
要原因。
展望未來，東吳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李勇

認為，貨幣政策還有一定降息空間，因為近
期重點關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以
及5月兩會對具體政策實施方式與節奏的明
確。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也預計，
年內LPR報價或仍有20個基點以上的調降空
間，央行亦可能動用2到3次降準操作。
另外，滬深A股昨日收低，滬綜指收跌

0.51%，報2,883點；深成指收報10,948點，
跌 0.94%；創業板指收報 2,118 點，跌
1.21%。華西證券分析師曹雪峰表示，在兩
會之前人氣較弱，投資者等待有關政府將採
取措施幫助經濟抵禦疫情衝擊的更清晰信
號。

香港文匯報訊 包商銀行昨天發佈公
告稱，該行將於5月25日正式以「蒙商
銀行」的名字全面對外營業。該行系統
切換和網點標識、憑證、印章更換等準
備工作已就緒。
包商銀行官方公眾號刊登的公告並

稱，對於蒙商銀行承接的業務，客戶與
原包商銀行簽署的合同、協議等由蒙商
銀行承接，債券債務關係將根據法律法
規的有關規定相應轉移。

原有存摺可繼續使用
「客戶持有的原包商銀行借記卡、存

單、存摺等交易介質可以繼續使用，也
可自願到蒙商銀行營業網點免費更換新

的交易介質，」公告稱，
「客戶持有的原包商銀行
信用卡可繼續使用，也可
自願申請蒙商銀行發行的
新信用卡。」
對於徽商銀行承接的業

務，自5月25日起至轉移
到徽商銀行系統前，客戶
仍在蒙商銀行系統辦理。
4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
發佈公告披露蒙商銀行已
完成工商登記、依法設
立，並確定了包商銀行各
項業務、資產及負債轉讓原則。2019
年5月24日，人民銀行及銀保監會發佈

公告指出，鑒於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
風險，決定即日起對該行實行接管，接
管期限一年，至2020年5月23日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官網昨
日顯示，比亞迪汽車有限公司出現了多
項工商變更，王傳福卸任法定代表人，
並且不再擔任公司董事長，繼任者為何
志奇，何志奇同時擔任公司總經理職
務。近期王傳福已卸任多家比亞迪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不過各公司
的股權結構等均未發生變化。記者昨日
致電比亞迪股份媒體有關負責媒體人士
問及王傳福卸任董事長原因時，截至記

者發稿時仍未有回覆。

口罩產能持續飆升
此外，比亞迪口罩產能再度大幅飆

升。比亞迪總裁辦公室主任、比亞迪慈
善基金會秘書長李巍日前出席深圳市疫
情防控系列新聞發佈會科技抗疫專場時
介紹，截至5月10日，集團口罩日產量
達5,000萬隻，並且還在以每天100萬至
300萬隻的速度擴產。她預計比亞迪5月
將出口口罩10億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中移動
（0941）昨宣佈，與中國廣電訂立有關
5G共建共享之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合
作期限自5G合作框架協議生效之日起
至2031年12月31日。此舉意味着內地
四間拿到5G牌照的公司，兩兩達成協
議進行共建共享5G網絡，早在去年9
月，中聯通（0776）和中電信（0728）
已達成相關的合作協議。

雙方按1比1投資建設
中移動公佈，根據今次協議，雙方將

按 1 比 1 的比例，共同投資建設
700MHz 5G無線網絡，共同所有並有
權使用700MHz 5G無線網絡資產。中

移動將承擔700MHz無線網絡運行維護
工作，中廣電向其七折支付相關費用。
在700MHz頻 段5G網絡具備商用條件
前，中廣電有償共享中移動2G/4G/5G
網絡，並有償使用國際業務轉接服務。
此外，雙方將在保持各自品牌和運營獨
立的基礎上，同時會共同探索產品、運
營等方面的模式創新，開展內容、平台
等多方面深入合作，並開展渠道、客戶
服務等方面合作運營。
此外，三大電訊商相繼公佈4月運營
數據。一改年初大量流失客戶的陰霾，
中移動和中電信均實現單月用戶淨增，
中移動淨增43.2萬戶，首4月累計減少
了355萬戶至9.467億戶；中電信4月份

移動用戶累計為3.39億戶，當月淨增
197萬戶，今年累計淨增295萬戶。中
移動並首次公佈5G套餐客戶數，截至4
月底已有 4,374.5 萬 5G戶，4月新增
1,202萬戶。中電信5G套餐用戶數已達
到2,170萬戶，當月淨增509萬戶。

聯通未有公佈5G用戶數
中國聯通（0762）則未能保持3月用

戶呈淨增的走勢，4月移動出賬用戶淨
減172.4萬戶至3.09億用戶，首4月已
累減919萬戶。為三大電訊商中流失客
戶最多。單計4G用戶，中聯通4月淨增
181.1萬戶，首4個月累增256.7萬戶至
2.56億戶。

■王翔昨於網上公佈小米首季業績，指公司智能手機銷量於疫情下仍然錄得增長，
並認為內地手機需求已回復正常。 小米公司微博圖片

■港股無視
外圍股市跌
勢，昨升11
點 收 報
24,399點，
連 升 第 3
日。

中新社

LPR按兵不動 年內料仍下行 中移動中廣電將共建共享5G網絡

包商銀行下周一更名「蒙商銀行」營業

王傳福卸任比亞迪汽車董事長

合生北京拿兩地 10天漲價一成

■人行公佈，5月LPR報價持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市周二出讓3幅居住用
地，金額總計達到133.9億元（人民幣，下
同），當中合生創展（0754）兩家附屬公司中
標兩幅豐台區地皮，總對價分別為42億元及
65.4億元。兩地成交樓板價相比合生5月9日同
區投得的地皮高出9.9%至13%。
據澎湃新聞引述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
員會消息，合生創展旗下北京合昕辰銳在5
月19日的土地出讓中，以42億元的總價競得
豐台區南苑鄉分鐘寺村L-39地塊，文件顯
示，L-39地塊面積為1.78萬平方米，規劃建
築面積為5.51萬平方米，容積率為2.8，起始
價為29.56億元；成交樓板價為76,168.37元/
平方米，較起始價溢價率為42.08%。
同系北京合盈銳恆發以總價65.4億元競得
豐台區南苑鄉分鐘寺村L-41地塊，該地塊建

設用地面積為2.98萬平方米，規劃建築面積
為8.85萬平方米，容積率為2.8，起始價為
47.44億元，成交樓面價為73,911.67元/平方
米，較起始價溢價37.86%。
另外，5月9日，合生創展控制的北京合宏

達盛以72.20億元總價、26.25%的溢價競得
南苑鄉分鐘寺村L-24、L-26地塊，成交樓板
價為67,202.17元/平方米。

地價設合理上限價格
周二出讓的兩宗地塊均採用「限地價、競
自持、報高標準商品住宅建設方案」方式出
讓，即宗地設定土地合理上限價格，當競買
報價達到土地合理上限價格時，則不再接受
更高報價，轉為現場競報企業自持商品住房
面積比例程序。

■「包商銀行」將成歷史。 資料圖片

■王傳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