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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速遞

長科半年多賺5%不派息

小米4定價1999 手環79元
雷軍：創業四年的代表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長江生命科技22
日公布，截至今年6月30日止半年股東應佔溢利
1.466億港元，按年升5%，董事會不派中期息。
該公司主席李澤鉅於業績中表示，新近收購之
Cheetham Salt Limited、 Northbank Millennium
葡萄園及 Mud House葡萄園進一步鞏固旗下農業
相關業務，並為公司盈利帶來增長，期內農業相
關業務收益按年升13%。

港職場男女比例均等有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倪夢璟）最新市場研

究報告顯示，香港職場男女比例有所改善，企業
為女性員工構建共融環境值得表揚，但女性要擔
任高層職位依然面對障礙，中高層流失率達亞洲
最高。參與該項研究的社商賢匯行政總裁魏余雪
奕表示，希望建立更多措施以創有利環境，長遠
而言須促進公司文化和女性思想的改變。

颱風襲台證券所休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媒報道 台灣證券交易所發

佈公告稱，因颱風「麥德姆」帶來的強風和暴
雨，23日的應屆交割錢款、證券將被順延辦理，
推遲至下個交易日。全台灣學校23日停課，島內
航班全面停飛，多班來往台灣離島的船隻亦會停
航，台鐵上午全線停駛，高鐵減少班次。

IMF：中國明年GDP不應逾7%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媒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駐中國首席代表席睿德認為，中國明年
GDP目標增速不應超過7%，應在6.5%至7%的區
間內浮動，因為經濟總是動態演變的，中國未來
的增長目標，應該是一個區間，而非具體數值。
席睿德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儘
管中國經濟放緩，但勞動力市場仍表現良好，中
國無需7%的增速便可保證勞動力市場穩定，這能
為調結構提供一定緩衝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2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第六輪中美工商領
袖和前高官對話的美方代表並座談。李克強指出，我們將
構建更加開放的格局，管理好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完善
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
美國全國商會會長多諾霍、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伯

傑、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以及通用電氣、聯邦快
遞、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花旗銀行等全球500強企業負責
人，分別就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美經貿、金融等
合作發表看法。李克強同他們深入交流並回答提問。

李克強表示，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對彼此有利，也具有
全球影響，是中美創造更大全球化利益的空間所在。雙方
要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在增強互信、深化合作、拓展利益、管控分歧上多下功
夫，不僅加強官方交往，而且密切商業、智庫等各界交
流，讓中美合作的列車平穩健康前行。
李克強指出，中國政府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

惠民生、防風險，就是要更多運用改革的辦法和市場的力
量，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與活力，推動經濟向中高端
水平邁進，實現中國經濟升級和民生不斷改善，這也有利

於世界的發展與繁榮。我們將構建更加開放的格局，建設
好、管理好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
驗，完善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中國
願做國際經貿新體系建設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希望美方以
更加開放的姿態為兩國深化合作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多諾霍等美方代表表示，美中是重要而緊密的合作夥

伴，進一步擴大合作將使雙方獲益，也有利於世界經濟增
長。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為美中合作開闢了廣
闊空間。美國工商界將繼續致力於擴大兩國貿易、投資等
合作，推動美中關係取得更多成果。

中美工商領袖座談 李克強：對中外企一視同仁

■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中美工商領袖和前高官對
話的美方代表並座談。 新華社

經歷18個月、6代工程機的打磨之後
的小米4面世。與以往相比，小米

今次向蘋果看齊，首次採用金屬邊框，
主打工藝與手感。雷軍稱，小米4採用
金屬邊框設計，由奧氏體304不銹鋼，
經過40道製程、193道工序、8次CNC
數控機床加工打磨而成。金屬邊框「擁
有如嬰兒皮膚一樣的觸感」。

多項工藝均超越蘋果手機
主打金屬邊框的小米4不免讓人拿來
與蘋果比較。雷軍表示，小米4的多項
工藝均超越了蘋果手機。iPhone 5s在玻
璃顯示屏與金屬邊框之間使用的是
0.8mm塑料包邊，而小米4在全球首次
使用了最新玻璃邊緣保護塗層技術
（Edge Coating），用0.05mm的邊緣塗
層替代了塑料包邊，達到了玻璃與金屬
完美結合的頂級藝術。

兩代工廠19億購新設備
因金屬在加工難度、良率損耗和時間
成本等方面，都遠高於塑料，令小米及
其代工廠商付出巨大的研究時間和成
本。雷軍透露，為滿足小米4對金屬邊
框的苛刻要求，合作廠商富士康和新加
坡赫比兩家代工廠分別投入了12億元和
7億元用於購買新設備。
雷軍表示，小米4聯通版將在本月29

日正式發售，電信版8月上市。16GB
和64GB兩個版本售價分別為1999元和
2499元。今年9月還會陸續推出支持移
動4G的版本。

聯通版29日發售電信版8月上市
有異於與過去一直強調「跑分、配

置、性價比」，小米4的發佈更注重突
出產品在工藝和手感方面做出的改進。
不過，雷軍還是強調，「拋開性能談體
驗都是耍流氓。」
而為擺脫廣受詬病的「期貨模式」，
雷軍在當天的發佈會上承諾，開售兩個
月內保障100萬台供貨，十月後達到單
月150萬台。
雷軍還首次公佈了小米迄今為止各機
型的銷量：小米 1系列共售出 790萬
部、小米2系列1740萬、小米3系列
1050萬、紅米1800萬、紅米Note 356
萬。雷軍表示，小米系列手機在安卓活
躍設備前十名排行榜中佔了五席，小米
2S更是排名首位，超越了三星所有旗艦
機型。
另外，當日發布了售價79元小米手

環，配備了業界最低功耗藍牙芯片及加
速度傳感器，可實現續航30天的超長待
機，是普通手環的五倍，可用來查看運
動量、監測睡眠質量、智能鬧鐘喚醒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在萬千米粉的期盼中，紅透大中華

的國產智能手機品牌小米在22日的新產品發布會上，推出最新版本

智能手機小米4、以及首款智能穿戴設備小米手環。其中，基本款定

價1999元（人民幣，下同），月底開始銷售，手環則賣79元。小

米4被公司董事長雷軍喻為「小米創業四年的代表作」，除性能較

小米3有所提高外，還首次採用鋼製邊框，手機生產工藝有明顯提

升。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22
日表示，中國央企改革試點的啟動具有
正面的信用影響，因為這標誌着中國在
實施去年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邁出了實
質性一步。此次央企改革試點旨在對央
企的所有權、管理和監督進行改革。

料有更多國企納入試點
穆迪副總裁 / 高級信用評級主任胡凱

表示，此次改革試點是去年11月三中全
會所公佈的改革的後續，但國資委並未
出台適用於眾多國企的全面改革方案，
而是僅有少數企業被列入試點名單，這
反映了政府的審慎態度。這種具有針對
性的做法將可降低執行風險，並使政府
可以對戰略重要性較高的央企繼續維持
較強的控制權。
胡凱是在穆迪發佈最新報告之際作出
以上評論，該報告題為《中國啟動央企
改革試點對央企具有正面的信用影
響》。 國資委月中選擇了6家央業作為

改革試點企業，穆迪預計未來1-2年將有
更多國企被納入試點名單。
國資委官員指出，央企改革仍面對很
多挑戰。央企的規模和對中國經濟的重
要性整體上超過地方國企。納入改革試
點計劃的6家央企包括中糧集團 （香
港） 的母公司中糧集團 、國家開發投
資公司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 、中國節
能環保公司、新興際華集團和中國醫藥
集團。

有利公司提升運營效率
6家央企當中，中糧集團和國投公司

將成為首批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

試點企業，意味着國資委會賦予這些企
業在進行新的投資和處置資產方面更多
的自主權。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被
選為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企業，此舉旨
在增加國有企業中社會資本的比例。穆
迪認為，中國政府會力求實現央企所有
權的多元化，這將提升央企的公司治理
和運營效率，從而有助於增強國有企業
的個體信用品質。

可改善管治及內控機制
第三個改革試點涉及賦予央企董事會

在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
管理職權方面更多的自主權。第四個改
革試點涉及國資委對央企開展派駐紀檢
工作組，這將有助於公司治理和內控機
制（如腐敗和挪用公款等問題）的改
善。正如穆迪報告所指出，這種監督較
之於非上市公司常見的董事會或內部部
門的監督具有更強的獨立性，有助於增
強國有企業的制衡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今年一季度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貸款
率都錄得同比上升，中國銀監會副
主席閻慶民表示，部分地區房地產
風險逐漸顯現，加劇了金融和經濟
波動，是造成不良貸款上升的主要
風險因素。他預計，受經濟增速下
行、部分企業經營困難、企業間互
保融質問題影響，2014年上半年銀
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和比例
會持續增加。
中國《金融時報》援引閻慶民表

示，前期部分地區信貸大幅擴張，
個人和企業加速槓桿化，累積了區
域系統性風險。如前幾年，部分地

區在房地產市場膨脹和銀行短期效益激勵
下，銀行貸款激增，企業和個人大量參與房
地產投資，槓桿不斷加大，區域系統性風險
迅速上升。隨着國內經濟下行，房地產價格
回落，出現經濟增長乏力、投資回報下降等
情況，迅速波及銀行體系，銀行貸款隨之過
度緊縮甚至凍結，形成中國式「押品（房地
產）損失螺旋。」
閻慶民指出，中國銀行業面臨着不良貸款

反彈的壓力，部分行業、領域和地區的潛在
風險有所積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有效性
和持續性有待進一步提高。 銀行業金融機構
要充分利用銀行盈利的較好條件，進一步加
大利潤核銷不良貸款的規模和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紐約時報》日前發表了一篇文章稱阿里巴
巴股東有權貴背景。阿里巴巴21日晚在其官方微博發表聲明
稱，市場是其唯一的背景。
阿里巴巴回應指，該文章對阿里巴巴個別股東進行了錯誤的

描述及個人傾向明顯的推斷。對這篇文章基於自我立場上的推
斷和想像，以及一些媒體屢次散發關於阿里巴巴的「背景論」
強烈反對。
公司再度申明立場：「我們唯一的背景只有市場。對於外界
強加於公司的各種『背景』，我們以前沒有，現在沒有，將來
也不需要！」公司強調，阿里巴巴的一切信息披露都是嚴格遵
循招股書要求和原則，力求企業發展的公開與透明，並為此負
法律責任。阿里巴巴解釋，三大私募基金在2012年參與了公

司普通股認購，而截至2014年6月30日，博裕資本，中信資
本及國開金融通過其所管理的金融實體分別持有0.55%，1.1%
和0.47%的普通股。

夥7銀行推中小企無抵押信貸
另外，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全球批發貿易平台阿里巴巴宣布，
與中國銀行、招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平安銀行、中國郵政
儲蓄銀行、上海銀行及興業銀行共七家銀行達成深度合作，為
中國中小外貿企業推出基於網商信用的無抵押貸款計劃，最高
授信可達1000萬元人民幣，是銀行首次基於阿里巴巴一達通
外貿綜合服務平台的大數據和信用體系，為中小企業提供的無
抵押信用貸款。

■中糧集團等6家央企納入改革試點計劃。
■閻慶民稱，中國銀行業面臨着不
良貸款反彈的壓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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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塊309克的鋼板到最終成型19克的精緻
工藝邊框，加工過程長達32個小時。」雷軍在22
日小米4的發佈會現場直呼，「這工藝，碉堡了
（太厲害了）！」
早前，雷軍的微博登出一張有金屬拉絲材質鋼

板的照片作為新品發布會的背景，而此次小米發
布會的新聞邀請函和海報亦將會議命名為「一塊
鋼板的藝術之旅」，眾多「米粉」均猜測此次新
品與鋼板的聯繫。據了解，為了設計出一款超越
以往的作品為小米創業4周年獻禮，雷軍帶來小

米公司各部門一直不停嘗試，僅手板就設計了30
款，後蓋試驗了上百種。他信心滿滿地表示，
「在工藝手感上，小米4是藝術品。」
而為能使產品減輕10克重量，雷軍更是讓整個

項目組幾個月的工作推倒重來，把中框結構由不
銹鋼改為鋁鎂合金，最終機身重量僅為149克，
但小米4也因此延遲兩個月面市。
雷軍說，他有一個也許會被人恥笑的夢想，那

就是要讓全球人都能享用中國的優質科技產品。
■記者馬琳

■小米4被公司董事長雷軍喻為
「小米創業四年的代表作」，除
性能較小米3有所提高外，還首
次採用鋼製邊框。 湯森路透

■小米發表首款穿戴式智
慧型設備「小米手環」。

■白色版
小米手機
4。
馬琳 攝

「這工藝 碉堡了！」

小米4規格

尺寸

顏色

重量

屏幕

屏幕材質

處理器

RAM

容量

外置插卡

相機

錄影

光圈

電池

資料來源：小米

139.2×68.5×8.9 mm

黑／白

149g

5英寸 1920×1080

IPS

驍龍 S801 2.5GHz 四核心

3GB

16GB/64GB

不可

1300萬像素主鏡頭／800萬像素前鏡頭

4K錄影

f/1.8

3080mAh（內置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