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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披露，小米 (1810) 將透過

配股和發行可換股債，合共集資

40億美元(約310億港元)。其中包

括以先舊後新配售10億股新股，

每股配售價介乎 23.7 元至 24.5

元，以小米昨日收市價26.15元計

算作價折讓約6.3%至9.4%，若以

最高集資額計算最多將集資245億

元。另外，消息指小米還將發行

8.55億美元的可轉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傳小米配股籌245億 折讓最多9.4%

申請新酒牌公告
滿漢金鍋

現特通告：李子健其地址為香港
銅鑼灣駱克道491-499號京都商業
中心3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銅鑼灣駱克道491-499號京都商
業中心3樓滿漢金鍋的新酒牌。凡
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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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2020年周年會員大會通告
茲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

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九龍旺角旺角道33
號凱途發展大廈九樓（即本會會址）舉行周年
會員大會，大會的議程如下：
（一）會務報告；
（二）報告及通過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核數師報告及審
計賬目；

（三）報告及通過續聘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為
本會來年度之核數師。

香港中山隆鎮同鄉會
會 長：劉 炎
副會長：龐錦雄 曾再儂

李壽良 方耀光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

※出席者請出示會員證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中山隆鎮同鄉會
（以下簡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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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N RESULT OF SHARE REDUCTION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ts entire membe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relevant shareholder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re’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its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major shareholder
As of Dec. 1 of 2020, the Grand China Air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rand China Air,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directly holds 3,879,228,176 shares of the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taking 23.08%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 Result of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On May 14 of 2020, the Company disclosed the ANNOUNCEMENT ON SHARE REDUCTION PLAN FOR THE SHAREHOLDER 

(No.:Lin2020-033). According to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stated above, the Grand China Air plans to reduce its shareholding amount of the 
Company for no more than 4,017,164 shares (no more than 0.024% of the total share amount of the Company) by means of centralized bidding within 6 
months after 15 trading days from the disclosure date of its share reduction plan announcement. 

As of Dec. 1 of 2020, the time interval of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expired. The Grand China Air already reduced its shareholding amount of the 
Company for 3,956,568 shares, which takes 0.0235% of the Company’s total share capital. 

1. Basic Information before the Share Reduction

Shareholder Type Shareholding Amount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Resource of Shares
The Grand China Air  
Co., Ltd.

Largest shareholder holding more than 5% 
share amount 3,883,184,744 shares 23.11% 3,883,184,744 shares acquired in 

other method

There’s a person acting in concert during the share reduction:

Shareholder Shareholding Amount
 (In Share)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Causes of Action in Concert

First Group American Aviation Ldc. 216,086,402 1.29% —
Total 216,086,402 1.29% —

2. Implementation Result of the Share Reduction
2.1 Reason for disclosure of the share reduction result: The time interval of the stock reduction plan expires.

Shareholder
Share 

Reduction 
Amount

Share 
Reduction 
Percentage

Share Reduction 
Period 

Share Reduction 
Mode

Trading Price 
Range

Total Share 
Reduction 
Amount

Share Reduction 
Result

Current 
Shareholding 

Amount
Current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The Grand 
China Air Co., 

Ltd.
3,956,568 

shares 0.0235% Jun. 4-Dec. 1 of 
2020

Centralized 
bidding 

transaction

RMB 1.48-
1.89 yuan per 

share

RMB 
6,371,563.46 

yuan
60,596 shares are 

not reduced.
3,879,228,176 

shares 23.08%

2.2 Whether the share reduction situation keeps consistency with previous plan disclosed:  (√) Yes      (   ) No
2.3 Whether the shareholder implemented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time interval of the stock reduction plan:   (   ) Not 

implemented       ( √ ) Implemented
2.4 Whether the actual reduction has reached the minimum reduction amount or percentage subject to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 ) Yes       (   ) No
2.5 Whether the share reduction plan was terminated in advance:  (   ) Yes       ( √ ) No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Dec. 2, 2020

據悉，今次集資所得款項將用於加
強企業營運資金，以作業務擴

張、投資關鍵市場提升市場份額、進行
戰略生態系統投資，以及一般用途。
市場分析指出，由於華為受美國制

裁，其手機業務在國外的發展遇阻，小
米有望乘勢進一步擴展版圖，故此需要
大量的資金投入，今次集資可謂市場預
期之內。根據市場研究機構Gartner發
表的數據顯示，儘管5G手機推出，以

及各地政府對居家抗疫限制有所放鬆，
但今年第三季全球智能手機需求仍疲
弱，銷售量按年下滑5.7%。三星與華為
兩大手機品牌，繼續緊守全球市佔率的
首次席，小米期內銷售則按年勁升
35%，首度超越蘋果，在全球晉身三
甲。
今年第三季，智能手機銷量在全球排

行前五的廠商分別為三星、華為、小
米、蘋果及OPPO，當中只有三星及小

米錄得按年增長。華為銷售量跌幅最
大，按年跌21.3%至約5,183萬部，市佔
率收縮2.8個百分點至14.1%。至於小米
的市佔率則按年升 3.6 個百分點至
12.1%，較蘋果11.1%的市佔率高1個百
分點，兩家公司銷售量分別約4,441萬
部及4,060萬部。

第三季銷量首入全球三甲
Gartner表示，全球智能手機在第三

季的銷售量為3.66億部，按年跌5.7%，
但較前兩季分別達兩成的跌幅就有改
善。
Gartner資深研究總監Anshul Gupta

對路透表示，目前在一些市場包括部分
成熟的亞太區，以及拉美地區，已看到
製造業有初步恢復跡象，中國內地的生
產線更已接近正常，令智能手機的生產
得以改善，填補第三季度的供應缺口，
這一定程度上有利銷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本
港的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推出新功
能，讓市民經銀行以香港身份證號碼綁
定銀行賬戶，以收取由機構發放的款
項。恒生銀行昨日亦隨即宣布推出大抽
獎鼓勵客戶設定以該行作為收款銀行，
客戶有機會贏得10,000元大獎。
由本周日（12月6日）開始，市民可
以透過銀行的網上或手機銀行登記以身
份證號碼綁定銀行收款賬戶，不用提供
銀行賬戶號碼，也能確保款項準確存入
市民所持有的銀行賬戶，市民日後若想
更改收款人戶口亦無須向有關機構作出
更改。金管局指出，由於身份證號碼屬
個人敏感資料，此項新功能不會用於個
人對個人轉賬，只會供已有收款人身份
證號碼的機構發放款項之用。
恒生銀行歡迎「轉數快」升級，由

12月6日至12月31日，客戶於恒生登
記身份證號碼作為轉數快識別代號，更
會自動進入大抽獎，有機會獲得10,000
元（名額 1名）、1,000 元（名額 10
名）或30元（名額10,000名）現金獎
賞。

10月份交易量較兩年前飆8倍
據統計，轉數快推出至今短短兩年發

展迅速，系統已錄得635萬個登記以手
機號碼、電郵地址或轉數快識別碼綁定
賬戶作收款用途。其交易量持續錄得穩
定增長，今年 10 月平均每天處理
452,000宗實時交易（涉及44億港元及
4,400萬元人民幣），較去年底上升兩
倍，亦較系統推出首個月（2018年10
月）上升8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 貿發
局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進入第
二日會議，銀行公會主席卓成文昨出席
論壇時表示，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參
與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利用其綠色發
展、開放經濟和法律體系方面的競爭優
勢為「一帶一路」的國家進行投資回報
的分析及風險管理；第二是透過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加強與東
盟國家的合作，發展共同市場，作為
「一帶一路」成員中的典範。卓成文認
為，「一帶一路」釋放新的長期增長機
會，公會一直研究如何把握這些機會提

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亦可協助
「一帶一路」的國家制定更完善的治理
框架，促進「一帶一路」發展。

發展方向料續吸國際企業
同場的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亦

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繼續
在多方面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例如
香港是中國境外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
也是亞洲最大私募基金樞鈕，管理資產
達1,600億美元。本港共有150間本地及
國際銀行可提供融資渠道及連接環球市
場，目前已發行和安排的綠色債券達

260億美元。她相信，「一帶一路」倡
議未來將集中於開放、清潔及綠色的方
向發展，而這將吸引更多國際企業參與
相關項目。

項目疫後料回復快速發展
施穎茵續指，市場數據顯示，全球超

過2,600個項目與「一帶一路」相關，
涉及超過 3.7 萬億美元，受到疫情影
響，今年新簽「一帶一路」項目數量及
總值都下跌，特別是不少大型基建項目
均由中資企業提供融資。據統計，約
40%「一帶一路」交易均受疫情負面影

響。另外，渣打香港董事總經理白彼得
亦指，疫情導致全球經濟下行，的確影
響了「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不過相
信在疫情過後會恢復急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早
前河南永煤、紫光集團等3A級國企債違約引
發債市震盪，債市違約情況較10月大幅增加。
建行金融市場部最新統計顯示，11月境內債市
有8家企業發生違約，較10月增加3家；涉券
規模約266億元（人民幣，下同），較10月大
增219億元。信用違約風險重災區已由低等
級、民營企業向高等級、國有企業轉移。另
外，11月逾千億元債券取消或推遲發行，違約

對債市信用的負面衝擊開始顯現。
數據顯示，11月違約的企業中，2家企業發

行時主體評級為AAA級，涉券規模合計220億
元；2家為AA+級，規模共15億元；4家為AA
級，規模合計31億元。

千億債券取消或推遲發行
由於11月大型AAA級國企超預期違約，導
致1至11月信用違約總體情況較往年同期明顯

惡化，且信用違約風險的重災區已由低等級、
民營企業向高等級、國有企業轉移。
違約對債市衝擊開始顯現，統計數據顯示，

11月債市共有135隻債券取消或推遲發行，規
模合計1,003.6億元；其中939.6億元發生在永
煤違約之後，佔比超九成。永煤違約後第二三
周即11月16日至20日、11月23日至27日的
兩周，信用債淨融資額均為負。永煤11月10
日違約後，河南無國企債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大
華銀行與香港科技大學新興市場研究所
發布的《一帶一路在東盟》指出，較

2013 年實施「一帶一
路」後，中國內地企業
在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
年度額在2014年至2018
年 的 五 年 間 躍 升 了
85%。大華銀行董事總經
理兼外國直接投資諮詢
與機構合作統籌部主管
張志堅於視頻會議中指
出，即便疫情令各國的

「一帶一路」項目有所延遲，但未見到
有取消或撤資的跡象，2020年上半年的

投資則較去年同期增長達53%。

RCEP料促跨境投資
張志堅認為，東盟6個主要的新興市

場，即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
賓、泰國和越南，在防疫中表現不錯，
但經濟仍然受到重創，尤其依賴出口和
旅遊業的國家將舉步維艱。他預計，只
有緬甸和越南會在2020年錄得正增長，
故「一帶一路」項目對東盟各國而言，
依舊非常重要。加上近日《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簽署，

相信中國和東盟在經濟上更加一體化，
預期跨境投資將會上升。
是次研究指出，東盟地區的「一帶一

路」項目需要更加重視可持續發展。大
華銀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葉楊詩明表
示，是次研究還指出中國企業逐漸意識
到良好的「環境、社會、企業管治」
（ESG）準則對投資項目十分重要，這
些準則能夠為他們的投資帶來長遠而正
面的影響。部分在東盟投資的企業亦致
力解決為當地居民帶來的疑慮，務求能
惠及社區，這些現象令人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疫情、環球經濟下滑和地
緣政治關係緊張，將「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香港
作為「一帶一路」風險管理中心的角色，帶進一
個新的時代。香港保監局昨在「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舉行主題分組論壇，與來自保險界和銀行界
的專家討論香港如何在新時代更好地服務「一帶
一路」。保監局執行董事（一般業務）林瑞江表
示，風險管理是企業在應對變化不定的宏觀經濟
前景和風險時維持靭性的關鍵。在新時代裏，風
險管理擔當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支持企業應
付下一波危機。

「一站式」方案提升競爭力
他指，保監局一直致力建立香港成為投資「一

帶一路」的央企和國企的風險管理中心和（再）
保險樞紐。透過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固
有優勢，以「一站式」模式為央企和國企提供融
資和風險管理的綜合方案，從而提高香港的吸引
力和競爭力。
為吸引更多市場參與者以及維持競爭力，保監
局正爭取盡快落實為承保專項保險的保險公司和
保險經紀公司提供利得稅寬減，以推廣香港海事
保險和專項保險業務，以及相關保險經紀業務的
發展。立法會亦已於2020年7月通過法例修訂，
擴大在香港成立的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可承保的風
險範圍，以提升跨國企業訂立環球風險管理策略
的效益。此外，保監局亦通過已成立的「香港特
殊風險合作平台」，匯聚央企、國企以及風險管
理和（再）保險服務的提供者，以提供度身訂造
的風險管理和（再）保險方案。

銀公：續研抓「帶路」長期增長機會

研究：上半年「帶路」投資增53%

上月內地8企債券違約 涉26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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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保險業研拓「帶路」風險管理
■ 卓成文
稱，銀行公
會一直研究
如 何 把 握
「 一 帶 一
路」機會提
升香港金融
中 心 的 地
位。

■張志堅（右圖）指出，疫情下各國的「一帶一路」
項目未見有取消或撤資的跡象。

■小米第三
季銷售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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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全球
晉身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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