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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新樂視3個月內看到變化
滇金融產業赴港推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馬
琳)在融創中國接手樂視網之後，樂
視網新班子 12 日舉行了首場發佈
會，CEO 梁軍在發佈會上稱，新樂
視的困難是暫時的，3 個月內會看
到新樂視的變化與不同。

據騰訊財經報道，在主題為「我們在一
起」的發佈會上，梁軍回應了關於樂

視的各種話題。「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
一步都算數。」他強調，新樂視的困難是
暫時的，一定會走出困境。

望為用戶提供長期本地化服務
講到新樂視業務，梁軍說，新樂視定
位，是提供家庭互聯網娛樂消費服務，核
心業務仍然是平台+內容+終端+應用，包括
視頻、超級電視、雲平台、影業。新樂視
的新戰略將聚焦大屏，自製內容以及生態
開放。未來，新樂視會利用已經存量的千
萬用戶，用互聯網技術給用戶帶來長期本
地化服務。

新樂視需有新嘗試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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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稱，過去幾年，919 樂迷電商節曾通過
創新性的「買會員、送硬件」活動和曾取
得的成績，幾乎成為挑戰京東 618、天貓雙
11 的第三大電商節。不過，在梁軍看來，
簡單的降價促銷模式無法成為新樂視的長
期核心競爭力，已有越來越多的電視品牌
在效仿樂視，因此新樂視需要有新的嘗試
和探索，LePar合夥人便是其中之一。
在最近，新樂視確定了「聚焦大屏、分
眾自製和生態開放」的新戰略方向，制定
了「聚焦目標、簡單透明、負責任」的新
文化，也任命了各業務和關鍵崗位的新管
理團隊。
梁軍又說，感謝為樂視發展貢獻過的每
個人，「無論是否是用戶、合夥人、供應
商，感謝你們的支持和付出，感謝大家對
新樂視的信任，願意一起同舟共濟。……
說一聲對不起，因為你們承受了本不該承

資料圖片
受的痛苦、非議和風險。相信困難是暫時
的，樂視一定能走出困境，因為大家在一
起，一定重新擁有最美好的未來。」

必須從挫折和失敗中學習
他表示，必須要深刻反思過去遇到的困
難和不足，並做出改變，從挫折和失敗中
學習。「接下來的 3 個月裡，大家會看到新
樂視更多的改變、更多的不同。」

兩公司被法院列失信名單
另一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中國執行
信息公開網上公佈的信息，樂視控股和樂
視移動 9 月 7 日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
名單，也就是俗稱的「老賴」。相關涉及
案件分別為今年 3、4 月間被立案，兩家公
司當時的法人代表分別為賈躍亭和賈躍

民，涉及失信金額總共超過1億元(人民幣，
下同)。
相關信息顯示，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的確
定義務，樂視控股和樂視移動應給付 5,716
萬多元，目前的執行情況均為全部未履
行。法院認為兩家公司均為「有履行能力
而拒不履行」，因而被列入失信名單。在
今年 4 月份立案的另一起案件中，樂視控股
被判應給付約 5,008 萬元，但目前也全部未
履行。兩起案件的原告包括樂視手機供應
鏈廠商之一的瑞聲科技和常州麗聲科技有
限公司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佈失信被執
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失信被執行
人將在政府採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
政府扶持、融資信貸、市場准入、資質認
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懲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在 12
日舉行的「2017 滇港金融產業合作說明
會」上，雲南省金融辦公室副主任張霞表
示，雲南的金融業在最近幾年發生了很大
變化，旅遊業也釋放出很大的潛力，另亦
擁有豐富礦產，希望可以藉此機會與香港
眾多的金融機構作更多商業對接。

幣，下同)資產總額的增長，明年底能實現
1,200億至1,500億元的增長，2020年能達
到雲南省省級金融機構的前 3 位。曾勇
說，香港是亞太地區重要的金融貿易中
心，也是內地機構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希望透過今次機會與香港金融機構交流，
學習其創新思路，推動紅塔銀行進步。

致力金融全方位對外開放

雲能研設「帶路」基金

張霞表示，雲南處於亞洲地理中心，除
了山明水秀，亦具備對外開放的區位優
勢。她引述習近平主席於2015年1月在滇
考察時提出雲南發展新坐標：一是民族團
結進步的「示範區」；二是生態文明建設
的「排頭兵」；三是面向南亞東南亞的
「輻射中心」。國家在2013年將雲南定位
為「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所以省
委及省政府致力將雲南打造成金融全方位
對外開放新格局，以及面向南亞東南亞的
金融服務中心。目前雲南省人民幣貸款由
2011年1.21萬億增至去年的2.31萬億元，
金融機構從 271 間增加至 528 間，金融業
增加值佔GDP比重由4.8%增至7.3%。
雲南紅塔銀行副行長曾勇指出，該行是
一間煙草行業控股的銀行，資產增長相當
快速，目標能在今年底實現800億元(人民

雲能國際投資董事局主席張錦燦在會上表
示，公司主要圍繞「投資、融資、資本運
作」三大核心職能，積極與國際資本市場對
接，總資產達150億元，為充分實現國有資
產證券化趨勢，將會爭取於今年底取得一間
香港主板上市地位，並正與央企保險公司設
立「雲能投一帶一路海外投資基金」。
出席活動的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林廣兆認為，香港在「一帶一路」
中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建議雲南應
掌握地理優勢，亦要加強培養金融人才，
政府方面亦將有潛力的雲南企業挑出，盡
量鼓勵民營企業上市，令經濟發展加快。
另外，「2017 滇港旅遊合作香港說明
會」也於同日舉行，在會上，雲南省旅遊
發展委員會領導和有關旅遊項目負責人對
相關項目作了推介。

■ 「2017 滇港金融產業合作說明會」上，多位講者都希望兩地可以作更多商業對
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港超星洲 重奪金融中心季軍
倫紐蟬聯冠亞軍 滬躍居第六 京首入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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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倫敦
城市

2

紐約

3

香港

得分
排名
（較上次變化） （較上次變化）

倫敦

1（0）

780（-2）

紐約

2（0）

756（-24）

香港

3（⬆1）

744（-11）

新加坡

4（⬇1）

742（-18）

東京

5（0）

725（-15）

上海

6（⬆7）

711（-4）

多倫多

7（⬆3）

710（-9）

悉尼

8（0）

707（-14）

蘇黎世

9（⬆2）

704（-14）

北京

10（⬆6）

703（-7）

指數」報告披露，倫敦和紐約的得分為 780 和 756，蟬聯冠亞軍寶座，香
港以 744 分超越新加坡奪得季軍，東京排名第五。除了星港兩地互換座次
外，前五大金融中心的名單幾乎沒有變化。內地多個城市進入前 40 名榜
單，其中上海大幅躍進 7 位，排名第六，北京亦首次進入前十名。

華潤醫藥：把握行業整合機遇

■陳則明(右)認為，兩票制對大企業而言是
長遠利好。左為李麗莎。
吳婉玲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華潤醫藥
投資者關係部經理李麗莎 12 日於傳媒午宴
表示，「兩票制」(即要求藥品在流通到消

營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
資本、城市聲譽等方面對全球重要金融
中心進行得分和排名，每半年更新一
次。雖然香港今次排名超過新加坡，但
分數較上次下跌 11 分，惟新加坡下跌了
18 分，因此香港「跌少為贏」。事實
上，前十名的分數全部較上次有不同程
度的減少，紐約足足下跌了 24 分，跌幅
最大。

受惠大灣區 港營商環境勝星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智庫 Z/Yen 集團 12 日發佈第 22 期「全球金融中心

費者手中之前，只能開 2 次發票)在中國多
個地方加快實施，估計要今年第四季至明
年首季才會看到實際影響。
她稱，現時中國 3 大藥廠市場佔有率共
35%，華潤醫藥位列第二，集團希望繼續
保持第二的排名，冀增長高於市場增速，
估計未來兩至三年3大藥廠共佔市場份額將
提高至40%-50%。
投資者關係部總經理陳則明補充，兩票
制對大企業而言是長遠利好，亦為集團帶
來發展機會。集團充分把握兩票制等政策
實施帶來的行業整合和市場重構機遇，強
化網絡覆蓋。
截至今年 6 月，分銷網絡已覆蓋 27 個省
份，完成在江西、海南、青海及新疆四個

Z/Yen 集團與中國（深
該中心指數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從

報告指出，香港與新加坡的得分差距
僅有 2 分，可以看出香港與新加坡的三甲
之爭已步入白熱化。與新加坡相比，香港
在營商環境方面更具優勢，其金融市場的
廣闊腹地也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潛力，尤其
是「粵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後，
香港將成為廣東企業「走出去」的首選融
資平台。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在香港上
市的廣東企業便有 212 家，佔內地在香港
上市公司的 22%，總集資額超過 7,080 億
元。此外，香港在推動人民幣離岸市場建
設、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也發揮着獨
特作用。

市場體系多元化程度則稍遜
但與新加坡相比，香港的缺點是金融
市場體系的多元化程度並不高。例如，
香港缺少商品交易市場，而新加坡是亞

內地7市進前40 僅穗得分升
內地方面，多個城市進入前 40 名榜
單，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青島、
成都、大連七個城市進入榜單，其中五
個城市的排名中有所上升，且上海、北
京和廣州排名上升較快，但只有廣州的
得分出現上升，青島得分保持不變，其
他金融中心的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報告指，目前深圳正在加快與香港
的金融合作，深港通、金融機構互設、
跨境貸款、跨境融資、RQFII 制度等都
優化了兩地金融資源配置，推動兩地金
融業共同發展。

十大全降分 倫敦跌2分最小
國際方面，儘管英國脫歐協商程序還
在進行，但倫敦的得分在十大金融中心
中下降最少，僅下降 2 分。美國城市普遍
表現不佳，除紐約之外，舊金山、波士
頓、芝加哥和華盛頓的得分都出現了大
幅下降。報告指出，這或許受到對美國
貿易擔憂的影響導致的。從來自不同規
模的金融機構的受訪者的評價來看，倫
敦更受中小規模金融機構受訪者的青
睞，紐約最受超小型和超大型金融機構
受訪者的歡迎。

中銀擬下月推1公斤紀念金條

空白省份的分銷業務佈局。另外，陳則明
表示，截至上半年，集團下游客戶約 6.4 萬
間，其中等級醫院客戶由 4,000 多間增加至
5,085間，增幅逾20%；基層醫療機構約3.2
萬間。

擁225在研創新藥 逾30正臨床
陳則明又表示，截至 6 月 30 日，集團擁
有225個在研創新藥，包括抗腫瘤、兒科、
婦科、呼吸道及腸胃等領域藥品，其中有
30 多個已在臨床階段，又預計明年或會推
出新胰島素產品。
集團上市時指集資所得款項約 45%預期
用作戰略收購，李麗莎稱目前尚有 50 億元
人民幣未使用。

洲最大的橡膠、原油、鐵礦石等大宗商
品交易中心，香港偏重股票市場發展，
而債券市場、外匯市場發展深度不夠
等。

■張穎思稱，目前紙黃金佔中
銀黃金交易量約 85%，另 15%
為實金交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服務香港 100 年的
中國銀行，為紀念其百周年行慶，中銀香港推出三款
限量版紀念金條，最重達 1 公斤，其他兩款紀念金條
分別為 10 克及 100 克，早於今年 4 月已推出。至於公
斤條則計劃於 10 月初推售，限量更只有 100 枚，高增
值客戶可優先認購。10 克、100 克及 1000 克的紀念金
條，以市價計現時售價分別約 3,600 元（港元，下
同）、3.6萬元及36萬元。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助理總經理張穎思
表示，中銀做實金已有約 70 年的歷史，目前市民可在
中銀 38 間指定分行，作實金買賣，也可選擇開立紙黃
金戶口作投資。由於今年至今，金價已上升約 15%，
所以今年該行的紙黃金成交額，較去年金價低潮期下
跌了約 15%，她相信主要是金價上升了，使去年大手
在低位「吸金」的投資者，採取觀望態度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