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新聞

B3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2020年
2020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

TikTok遭美刁難 母另謀出路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字節跳動傳研拆內地業務港上市 估值或達 7800 億

金管局再入市壓港匯

香港文匯報訊 資金續流入本港，港元匯價持續
趨強，再觸發7.75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昨再接
錢 11.63 億港元，令銀行體系結餘下周二將增至
1,860.68億元。金管局昨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5
月啟動香港國安法立法後，本港資金並無大幅流
走，6月份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上升1.6%，其中港
元存款及外幣存款分別上升2%及1.2%。

近日屢遭美國無理打壓的「海外版
抖音」TikTok，其母公司、內地科技
巨擘字節跳動，有消息指正考慮將內
地業務分拆在香港或上海上市，估值
或達 7,800 億元。外電消息稱，字節
跳動傾向選擇香港上市。由於中美關

不過，金管局數據顯示，6 月份香港人民幣存
款下跌 7.9%，於 6 月底為 6,399 億元人民幣。跨
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於6月份為5,428億
元人民幣，而5月份的數字為5,215億元人民幣。
另外，6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下跌 0.2%，其中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括貿易融資）較上月下跌
0.5%，在香港境外使用的貸款則上升 0.3%。由
於港元存款上升而港元貸款下跌，港元貸存比率
由5月底的88.4%，下降至6月底的86.4%。

係緊張，字節跳動也同步研究，將規
模較小的中國以外業務在歐美上市，
這部分海外業務包括沒有在中國推出
的 TikTok。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透社昨日報道稱，字節跳動成立 8 年，公
路司原先希望將包括
TikTok 和其他業務合併

後，整體在紐約或香港上市。但隨着中美關係緊
張，TikTok 面臨來自美國監管機構的壓力愈來
愈大，白宮甚至威脅要禁用 TikTok，或要求字
節跳動將 TikTok 出售。昨日英國《金融時報》
更報道，美國一些政客甚至狂言，「即使所有中
國人撤資，也不會放過TikTok」。
不過，知情人士說，字節跳動有關將業務分拆
的想法，仍處初步階段，最終可能還有變化。而
一些字節跳動的重量級投資者，也尋求以 500 億
美元收購TikTok，使問題變得更複雜。據悉，字
節跳動正與港交所（0388）及中證監討論上市事
宜。但字節跳動未予置評。此外，港交所表示，
不就個別公司置評。中證監也沒有回覆該外電的
提問。
字節跳動目前大部分收入來自中國內地，據
稱，2019年的收入約為160億美元。若該公司在
香港或上海科創板上市，單是中國業務的估值，
便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

恒大擬分拆物管 籌最多156億
除字節跳動外，恒大(3333)亦考慮分拆物業管
理服務，以及相關增值服務於香港獨立上市。該
股計劃集資介乎 10 億至 20 億美元(約為 78 億至
156 億港元)。IFR 報道稱，恒大正與瑞銀、農
銀、建銀、華泰金融、中信里昂及海通國際商討
上市事宜。消息刺激恒大曾一度升 6.5%，但之

6 月份港元存款增 2%

■ 近日屢遭美國無理打壓的「海
外版抖音」TikTok，其母公司字節
跳動，傳正考慮將內地業務分拆在
香港或上海上市。圖為創辦人張一
鳴。
資料圖片
後承接乏力，最終只升不足 1%，收報 21.75
元。

翻身」僅輕微進賬 168 點，升幅僅 0.69%，遠差
過6月份的1,465點升幅，表現令投資者失望。

泰格傳獲30萬人捧場 超購400倍

港股7月微升 滬指飆11%跑贏

其他新股，泰格醫藥(3347)昨截止認購，市場
消息指，該股錄逾30萬人認購，公開認購部分凍
資已達2,355億元，相當超額認購約400倍。消息
指，泰格醫藥擬在招股價區間的上游定價。泰格
醫藥招股價每股 88 至 100 元，集資 94.2 億至
107.1億元。泰格醫藥的A股昨日收報107.7元人
民幣(約119.2港元)，以港股招股最高定價計，港
股仍有約16.1%折讓。
接連有公司上市的消息推動，港交所昨日再
升 2.1%報 370.2 元，但港股在 7 月份最後一個交
易日，依舊先升後跌，全日反覆跌 115 點報
24,595 點，成交額 1,194 億元。全個月計，「七

本周一推出的恒生科技指數，昨日卻逆市造
好，曾創下 7,285 點新高，收市升 0.8%報 7,155
點，首周則累升 4.3%。美股蘋果業績好過預
期，帶動手機股造好，瑞聲(2018)升 3.6%，是升
幅最大藍籌，舜宇(2382)也升 1%。中芯(0981)升
5.9%，是升幅最大科指成份股，騰訊(0700)先升
後跌，阿里巴巴(9988)升0.5%。
A 股昨日 7 月收官戰，三大指數均小幅上行，
滬綜指終於成功站上 3,300 點大關。整個 7 月行
情雖跌宕起伏，好在最終摘得「碩果」，期內滬
綜指累計上漲了 10.9%，深成指與創業板指月漲
13.72%、14.65%。

在港使用貸款按季倒跌

今年第 2 季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括貿易融
資）在首季上升 3.4%後，錄得 0.8%的按季跌
幅。按經濟用途分析，這些貸款於第 2 季的跌幅
主要由對建造業及物業發展與投資的貸款、對金
融公司的貸款，以及對製造業的貸款帶動。

京東7.8億入股利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利豐昨宣布，將接受京東
（9618） 透 過 認 購 新 股 的 方
式，以每股 1.25 港元，進行 1
億美元（折合約 7.8 億港元）
的戰略投資，以進一步發展其
數碼供應鏈。馮氏家族將繼續
通過持有 60%的可投票股份，
維持對利豐的控制權。

建數碼化供應鏈
面對行業數碼化的影響，持
續緊張的環球貿易關係，再加
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衝擊，
環球供應鏈已變得越來越複
雜。利豐表示一直致力於創造

未來的供應鏈，而作為內地領
先的電商公司，京東正致力於
成為「以供應鏈為核心的技術
與服務企業」，與利豐的目標
不謀而合。因此，利豐將充分
利用其全球供應網絡及數碼化
供應鏈，在內地市場自有品牌
方面與京東合作，進一步拓展
業務。
利豐行政總裁馮裕鈞表示，
公司的目標是創造未來的供應
鏈，並改善在全球供應鏈上十
億人的生活，此目標在當前如
此動盪的世局中尤為重要。而
京東的入股，將對進一步加強
利豐起到關鍵作用。

佳兆業：未參與高銀啟德地買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高銀金融(0530)日
前就出售啟德第4B區4號地盤再發出通告，今次內
容披露了新買家「彥佑有限公司」的持有人名叫
「陳壯榮」(Mr. Chen Zhuang Rong)，是一名從
事投資的商人。業內人士分析，其英文名字屬普通
話拼音，估計為內地人，而根據市場資料，陳壯榮
與香港傳統發展商並無關連，但他過去與內房佳兆
業於內地有不少合作，業內相信是同一人。
翻查資料，內地媒體曾經報道陳壯榮曾參與佳
兆業在內地的不少項目。因陳壯榮與佳兆業之間

關連甚多，香港文匯報向佳兆業作相關查詢。

售價最少達到每平方呎29,000元情況下時適用。

郭英成家族亦沒投資相關項目

高銀與新買家利潤分成附條件

佳兆業發言人回應指公司並未參與到今次高銀
出售啟德地的買賣之中，而公司大股東兼主席郭
英成家族亦未就該啟德項目有投資。
另高銀於通告內亦提到，今次啟德地的買賣雙
方訂立利潤分成協議，高銀與新買家的分成比例
分別是 30%及 70%，是指出售單位或停車場的總
售價再減約 70.4 億元，並且在已出售的單位平均

上述提到的 70.4 億元，是指買方根據協議就銷
售股份所付的代價，以及銀行貸款未償還本金，
再加買方就協議下股份轉讓應付的任何適用印花
稅、有關單位(包括源於單位的不可銷售面積)或停
車場的全部建築成本、相關差餉、營銷、銷售開
支、債務利息、間接費用、稅項、法律及其他顧
問費和其他相關成本。

傳內地擬對支付寶微信支付反壟斷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消息，中國的反壟斷主
管機關正考慮是否對支付寶及微信支付進行調
查，主因央行認為兩家數字支付業巨擘利用其市
場主導地位壓制競爭。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稱，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
搜集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的資料已經超過一個月時

證券代碼：A600689
B900922

間；支付寶為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所擁有，
微信支付則隸屬於騰訊
（0700）麾下。消息人士表
示，反壟斷委員會尚未決定是否進行調查，也不
清楚決定可能在何時做出。其中一名消息人士
稱，該委員會在「非常認真地」對待人行的建
議。

證券簡稱：上海三毛
三毛B股

內地諮詢公司易觀國際的數據顯示，2019 年最
後三個月，中國內地的手機銀行市場交易額約為
56.2萬億元人民幣。
該公司估計，支付寶控制着 55%的市場；而騰
訊的金融科技業務－其中大部分是微信支付，擁
有39%的市場。

Burberry深圳設首間社交零售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Burberry 昨在深圳灣萬象城
推出其首間奢華社交零售店「Burberry 空．間」，騰訊
（0700）
為其提供技術支持，透過WeChat 迷你程式，顧客能藉
由Burberry社交貨幣功能賺取獎勵，解鎖獨家內容和個人化體
驗。每個顧客會獲得一個可愛的動物角色，其會隨着顧客在店
內和社交平台的參與而升級，而且顧客還有機會獲得新角色和
服裝。獎勵包括咖啡館獨家餐點、迷你程式內容等。

編號：臨2020-036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訴訟事項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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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案件所處的訴訟階段：一審判決
‧所處當事人地位：被告
‧涉及的金額：貨款93.79萬元及逾期利息損失等
一、本次訴訟的基本情況
原告：上海耘綸貿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被告」）於2020年4月7日收到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發來的《應訴通知書》
（（2020）滬0115民初16398號），上海耘綸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原告」、「耘綸公司」）以買賣合同糾紛為由，向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
法院提起訴訟。
（詳見公司於2020年4月8日登載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相關公告）
二、本次訴訟的進展情況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20）滬0115民初16398號），判決主要內容如下：
一、被告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上海耘綸貿易有限公司欠款937,934.28元；
二、被告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上海耘綸貿易有限公司逾期利息損失（以937,934.28
元，自2018年7月3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利率1.5倍計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解中心公
佈的同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
三、駁回原告上海耘綸貿易有限公司其餘的訴訟請求。
負有金錢給付義務的當事人如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
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13,768元、減半收取計6,884元，由原告上海耘綸貿易有限公司負擔294元、被告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590
元。
三、本次公告的訴訟對公司本期利潤或期後利潤等的影響
本次判決為一審判決結果，尚在上訴期，判決未生效。公司已在2019年度就本案確認預計損失79萬元（不含稅）、利息6.78萬元。公司現根
據本案一審判決測算，如一審判決生效，公司2020年度預計承擔損失4萬元（不含稅）、利息4.25萬元及一審案件受理費6,590.00元，以上合併
預計減少公司2020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8.91萬元，最終數據將以經審計確認後的財務數據為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投資風
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
‧備查文件
1、《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20）滬0115民初163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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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
話：13268160986 或香港
電話：（852）28357560 與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社工
孔小姐聯絡，以商討你的
十三歲兒子的福利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