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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速遞

聯想控股或成亞洲今年最大IPO

外商普遍看好中國市場穩定增長外商普遍看好中國市場穩定增長
華商務部否認外資撤離成「潮」

香港文匯報訊 據《廣州日報》報道，香港聯
交所，4月15日正式披露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開募股(IPO) 申請及招股材料，申請材料並未
透露具體擬募資金額，但業界預計此次融資將在15
億至25億美元之間，或將成為亞洲今年最大IPO之
一。而正式 IPO的時間，業內預計或在今年 7月
份。
據聯想控股提交的材料顯示，聯想控股的收益

從2012年的2263億元（人民幣，下同）增至2014

年的2895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13.1%。權益持有
人應占利潤從2012年的22. 87億元增至2014年的
41.6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34. 8%。該公司的總資
產從截至2012年 12月 31日的 1979億元增至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的 2890 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
20.8%。
對於此次提交赴港IPO申請及招股材料，聯想

控股目前暫時未對外發布任何評論，而業界猜測聯
想控股或計劃今年7月啟動IPO，此次IPO融資金

額將在15億至25億美元之間。募集資金將是用於
增加戰略投資的資本，其次用於繼續投資高增長潛
力行業，以及補充財務投資資本。此外，部分募資
也將用於償還聯想控股即將到期的部分公司債。

據聯想控股官方網站顯示，該公司於1984年
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投資20萬元，柳傳誌
等11名科研人員創辦。聯想控股旗下有聯想集團(
Lenovo)、君聯資本(原聯想投資)、弘毅投資和融科
智地等多個企業。

談及中泰高鐵項目，沈丹陽表示，中
泰兩國有關部門已經就鐵路領域合

作建立相應的工作機制，希望雙方加強
協作配合，盡早啟動有關項目建設。

3月使用外資增2.2%
沈丹陽表示，3月實際使用外資124

億美元，按年增長2.2%；對外非金融類
直接投資83.9億美元，按年增長0.4%。
一季度 FDI 為 348.8 億美元，按年增長
11.3%；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257.9億
美元，按年增長29.6%。他解釋，整個
一季度，進口下降比較明顯，主要是受
到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影響，
也受到國內生產配套進口放緩、投資對
進口拉動減弱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沈丹
陽同時強調，中國對外貿易並未失速。
有外媒提出中國出現「外資撤離

潮」的說法，沈丹陽回應稱，確實有外
資撤離，但並未出現「潮」。他援引聯
合國貿發會議今年1月發佈的《全球投
資趨勢監測報告》稱，2014年中國吸收
外資1280億美元，首次成為世界最大的
外資流入國。 今年第一季度，外商投資
新設企業數和實際外資金額分配增長
22.4% 和 11.3% ， 終 止 企 業 數 下 降
17.6%，減資企業數也比去年下降了

35.7%，其中製造業領域分別下降11.8%
和37%。他還表示，中國吸收外資綜合
競爭力，除了體現在中國發展潛力巨
大，穩定增長的國內市場等被外資普遍
看好，也與中國法律制度體系日臻健
全，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不斷完善，產業
配套能力迅速提高有很大關係。

期盡早啟動中泰高鐵
關於中泰高鐵項目，沈丹陽表

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在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領域的各種合作，近年來中國
與泰國等東盟國家在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等領域的合作不斷發展，改善了當
地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受到項目所在
國政府和當地人民的廣泛歡迎。

中泰兩國在鐵路領域開展合作，
將會有效帶動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
不僅有利於促進和深化中泰兩國經貿
合作，更有利於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
和社會發展，是互利共贏的好事。
「目前，中泰兩國有關部門已經

就鐵路領域合作建立相應的工作機
制，有關具體合作事宜正在穩步有序
的推進，我們希望雙方加強協作配
合，盡早啟動有關項目建設。」沈丹
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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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丹陽否認外資撤
離成「潮」。 中新社

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沈

丹陽16日在例行發佈會上通報，中國3月實際使用外資（FDI）和對外

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按年略有上升，一季度均實現兩位數增長。他又強

調，外資對中國投資總體進大於出，確實有外資撤離，但並未出現

「潮」。

雀巢中國市場佔有率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產經新聞報》報

道， 英敏特行業研究報告顯示，在過去的5年
裡，中國咖啡市場銷售額快速增長，從2009年
55. 54億元人民幣上升到2013年的103.43億元
人民幣，過去5年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6.2%。
而對於在中國速溶咖啡市場佔有率高達70.8%的
雀巢品牌，自然賺的盆滿缽滿。
然而隨着越來越多的品牌介入速溶咖啡，

雀巢咖啡雖然龍頭地位無法撼動，但隨着麥斯威
爾、藍山咖啡等速溶品牌的快速發展，雀巢咖啡
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逐步呈現下降趨勢。

中國首季對外直接投資增
新華社電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6

日說，今年首季度中國境內投資者非金融類對
外直接投資 1580.9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29.6% 。

商務部數據顯示，3月份中國對外直接投
資514.3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0.4%。一季度
中國共對全球142個國家／地區的2331家境外
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其中，股本和其他投資
13235 億元人民幣，佔 83.7%，利潤再投資
257.4億元人民幣，佔16.5%。

美太陽能集團中國建電廠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獲蘋果支持的

美國第二大太陽能集團、SunPower公佈，在
獲得蘋果支持下，於四川省興建2個太陽能
廠，建成後的總發電能力為40兆瓦。

SunPower指出，2個各自發電20兆瓦的電
廠正在興建階段，預期第4季完成。但該公司
沒披露涉及財務細節。
蘋果今年2月表示，投資由First Solar興

建的1個太陽能廠，投資額為8.48億美元。

出口商沿「一帶一路」覓訂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鍾俊峰 廣州

報道）在目前外貿不利環境下，在117屆廣交
會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成為不少出口企
業關注的詞彙；相關沿線國家尤其是東南亞等
市場的客商受到出口商普遍關注。有出口企業
表示，近期境外大多市場的訂單出現下滑，但
東盟市場相對穩定，以往忽略這個市場，將借
今屆廣交會多認識相關客商，爭取拓展新訂
單。

香港文匯報訊 都說香港是個金融大賭場，原來香
港股民達225.3萬人，幾乎每十個成人中就有四個炒
股。據港交所公布，香港成年人口中有36.2%約225.3
萬人是股民，證券市值中位數為20萬元（港元，下
同），同創新高，分別較上次即2011年的調查增加約
3.1萬人及53.85%。每宗交易及交易總額也同時上升
25%。由於有關調查乃去年底進行，而近月股市大
升，相信現時股民人數及交易額等，均已大升。

港交所該《個人投資者調查2014》於去年11月12
日至12月23日期間進行，調查顯示，香港成年人口
中有36.2%或225.3萬人是證券投資者，即是在受訪時
持有或在受訪前12個月內曾買賣證券的人士，較2011
年的35.7%為高。
成年人口中有34.5%或214.7萬人是證券持有人。

所有證券投資者（包括非證券持有人）所持證券價值
的中位數為 20 萬元，較上次調查的 13 萬元增加
53.85%。
所有證券投資者（包括非股份持有人）所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數目的中位數為4隻，而所持股份價值
的中位數為15萬元，較上次增50%。

十個港人四個炒 股民225萬

■■香港成年人口中有香港成年人口中有3636..22%%約約225225..33
萬人是股民萬人是股民，，證券市值中位數為證券市值中位數為2020
萬元萬元，，同創新高同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港股自踏入大時代，每日成交均破千億元（港
元，下同），港交所股價日前更一度升上300元的歷史高位，一眾大行大跌眼鏡，紛紛
上調目標價。當中以花旗目標最高，指港股大升只是開始，上調港交所目標價由230
元升至400元，料港股單日成交額甚至有機會達到5000億元，又指內地資金流入港
股，正改變香港股市文化及波動性。而匯豐就指港交所現價已反映短期盈利前景，故
將其評級由「增持」降至「持有」。

大行唱好港交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中國放行公募基
金參與「滬港通」的消
息，提振港股表現，據匯
豐最新的報告估計，通過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II)、「滬港通」及
「深港通」三大渠道南下
投資港股的公募基金，規
模可能高達5000億元(人
民幣，下同)。這個規模基
於 QDII 和滬港通的擴
容，以及深港通的推出以
推算出來。

報告稱，按首季QDII
額度批出的進度估計，至年
底新增QDII額度應為2000
億元，其中60%或1200億
元投資香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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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
聰）銀河娛樂 16日公布截至今年3
月底第一季業績，公司錄得收益為
136.69億元（港元，下同），按年
及按季分別跌32%及15%，遜市場
預期；經調整EBITDA為23億元，
按年及按季分別跌40%及14%。

而銀娛過去十二個月，經調整
EBITDA為117億元。集團首季中
場博彩總收益下降16%至43億元，
貴賓廳博彩總收益按年下降41%至
87億元。期內，澳門銀河收益為92
億元，按年及按季分別跌28%及15%；經調整EBITDA為18億元，按年及
按季分別跌35%及11%。澳門星際酒店收益為40億元，按年及按季分別跌
42%及14%；經調整EBITDA為6.05億元，按年及按季分別跌44%及6%。
銀娛表示，澳門銀河第二期及澳門百老匯將按預算如期於5月27日開幕。
而路氹第三及四期地盤勘察工程預計於今年開展。
花旗就發表報告指，銀娛首季收入，遜預期，而經調整EBITDA仍符

合預期，主要因成本控制較佳。該行將今年至2017年盈利預測下調0.1%至
1.7%，以反映首季業績表現。

投資評級維持「買入」，目標價46元。花旗指，雖然經營環境嚴峻，
但銀娛旗下酒店首季入住率僅錄溫和下跌，當中澳門銀河及星際酒店入住
率分別為95%及93%。該行相信，市場將繼續聚焦於下月27日開幕的澳門
銀河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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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圖為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香港文匯報訊據路透社報道，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嘉德表示，中國開
放資本帳和深化金融市場等經濟改革計
劃，應有助於其符合加入IMF特別提款權
(SDR)貨幣籃子標準。拉嘉德今年稍早表
示，將中國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
子是時間問題，而不是是否會納入的問
題。目前該貨幣籃子包括美元、日圓、英
鎊和歐元。
IMF將在今年晚些時候評估該貨幣籃

子的構成，以確定是否有其他貨幣符合其

標準，其中有一條標準要求「 可自由使
用」或可兌換，這是人民幣要面臨的主要
障礙。
「中國當局非常清楚自己的願望，以

及要在貨幣政策和金融領域需要作出哪些
改變或改善，」拉嘉德16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
「我認為，中國當局實際上已經做出

的表態... 肯定會有助於評估人民幣是否可
自由使用，大家知道這是一個重要標
準，」她說。

拉嘉德：華經濟改革有助人幣入SDR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發改委16日正式發佈《長江中游城市群發
展規劃》，規劃提出，要用5至15年的時間，
在中部內陸的長江中游地區，打造繼京津冀、
長三角、珠三角後的中國經濟增長「第四
極」。

未來，這一跨越鄂湘贛三省，以武漢城市
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

的特大型城市群，將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的
現代產業基地和全國重要創新基地，打通長江
經濟帶「中梗阻」，依賴「一帶一路」成為內
陸開放合作高地。

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是繼長三角、珠
三角和京津冀之後中國第四個國家級城市群規
劃，也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出台後官方披露
的首個跨區域城市群規劃。

長江中游打造中國經濟「第四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