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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凍結新手遊審批“食雞”變現計劃需押後
騰訊純利按季跌23%遜預期

騰訊旗下網絡遊戲第二季收入錄
得252.02億元，按年僅升6%，手遊收
入約176億元，按年升幅只有19%，按
季更錄得19%跌幅。總裁劉熾平在電話
會議上指出，中國監管部門凍結審批
新手遊，惟集團早前已有15隻遊戲過
審，惟《PUBG》仍需等待審批，現階
段暫難預料何時能變現，強調對該手
遊的變現能力感到樂觀。

部分遊戲需調整內容
撇 除 日 本 和 韓 國 ， 目 前 ，

《PUBG》在海外逾百個市場的日活躍
帳戶達1,400萬，產生超過2,000萬美元
流水。

另外，劉熾平提到，《堡壘之
夜》（Fortnite）PC版本已獲監管部門
審批，正爭取申請可有一個月試變現
的綠色通道，又指相關遊戲的預登記
人數及反應理想。

日前，由騰訊代理並在WeGame平
台發行的遊戲《怪物獵人：世界》

（Monster Hunter World） 被 要 求 下
架，劉熾平表示，是因為部分遊戲內
容不符合政策法規要求，因此需要調
整內容。

另外，網絡廣告第二季收入錄得
141.1億元，按年增長39%，其中來自
媒體廣告收入按年升16%至47.3億
元。

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戰略
官James Mitchell提到，受惠包括綜藝
節目《創造101》的廣告贊助，帶動視
頻廣告收入錄得按季增長。

新聞廣告次季收入跌
不過，新聞廣告第二季收入出現

按年單位數下跌，James Mitchell解釋
主要因為集團在去年第三季起減少商
業化所致，基於廣告系統完成改造，
新聞廣告收入按季則有所增長。

至於包括支付服務及雲服務的其
他業務，第二季貢獻收入174.96億元，
按年增長81%，增幅不及第一季。

大公報記者 李潔儀

“股王”騰訊成績表揭盅季度純利倒退2%至178.67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首季的232.9億更大減23%，按非通用會
計準則（Non-GAAP），第二季賺197.16億元，按年增長
20%。雖然騰訊次季業績符合預期，但面對手遊收入增長持續
放緩，拖累騰訊16日股價跌10.2港元報325.8港元，創一個月
新低。管理層表示，面對中國監管部門凍結新手遊審批，集團
仍難以預測“食雞”手遊《PUBG》何時能過審，變現之路繼
續押後。

【大公報訊】中國加強監管網絡遊
戲市場！消息傳出，監管當局決定凍
結審批所有網絡遊戲牌照，意味遊戲
開發商短期推出新遊戲計劃無望。

外電引述消息透露，中國監管當
局關注部分遊戲存在暴力內容及賭博
成分，已重整部門職權，凍結所有遊
戲牌照的審批，網上、移動遊戲及電
子遊戲一概受牽連。

消息指出，早於3月初，中國成立
的文化和旅遊部已開始收緊對遊戲的
審批，廣電總局已經4個月沒有發放新
的遊戲的營運牌照。

凍結遊戲審批將直接影響多家遊
戲公司，除了騰訊、網易，美國的動
視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 ）、 美商
藝電（Electronic Arts），以至韓國的
Nexon，均受到影響。

連續四月未發新遊戲營運牌照
增值服務 420.69億 +14%（佔57%）

網絡廣告 141.1億 +39%（佔19%）

其 他 174.96億 +81%（佔24%）

騰訊各業務收入分布（單位：人民幣）

備註：截至2018年6月底止3個月

（包括支付相關服務及雲服務）

騰訊管理層言論
•中國監管部門凍結新手遊審批，集團難以
預測手遊《PUBG》何時能變現

•為《堡壘之夜》PC版申請一個月試變現的
綠色通道

•遭下架的遊戲《怪物獵人：世界》需要調
整內容

•雲業務將通過自身增長及投資，打造雲生
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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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開展3830億超量MLF 息率3.3%不變

外匯佔款七連升 跨境資金穩定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報道：中
國人行15日開展了總額3,830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一年期中期借貸便利
（MLF）操作，利率持平於上期的
3.3%。儘管人行對到期MLF予以超量
續作，但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卻已連
續19個交易日保持緘默。分析稱，超
量續作MLF無疑傳遞了“流動性邊際
寬鬆”的信號，短期內市場流動性仍

將維持合理充裕，且資金面不會明顯
趨緊。

人行關注本外幣政策協調
數據顯示，15 日有 3,365 億元的

MLF到期，人行公開市場本周無逆回
購到期。人行15日繼續暫停逆回購操
作，人行對此表示，現時銀行體系流
動性總量處於較高水平，可吸收稅期
等因素的影響。

中信証券固收首席分析師明明指
出，15日到期的3,365億元MLF，是近
期及未來一個月內最大規模的到期資
金，人行小幅超額續作MLF或預示銀
行體系流動性繼續寬鬆。

此外，人行維持3.3%的操作利率
不變，表明其仍維持長期利率平穩的
態度，藉此加強對長期利率的引導作
用。他相信，是次續作可維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的環境，對沖月中繳稅繳準
因素。

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市場（Shi-
bor）各短期品種利率15日仍續小幅攀
升，其中，隔夜利率上漲1.7個基點，
至2.3450%；7天期品種利率上行2.3個
基點，至2.6120%；14天期品種利率上

揚2個基點，至2.5150%；1月期回購
利率上浮1.8個基點，至2.6310%。

人行在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中指出，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
看，人行在將流動性注入銀行體系
後，能否有效運用和傳導出去，還取
決於資金供求雙方的意願和能力。

同時，在貿易摩擦加劇、主要經
濟體貨幣政策收緊等背景下，也需注
意本外幣政策的協調。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邱滌凡認
為，從人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內容看，後續政策重點將在於打通貨
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服務實體經濟
能力和水平，“政策從去年的全面收
緊，到今年上半年的回歸中性，再到
目前已開始向結構性寬鬆的方向調
整”。

靈活擺布中短期流動性投放
此前有1,200億元的國庫現金定存

在八月八日到期，但人行及財政部並未
在當天續作，而是在16日開展1,200億
元國庫現金定存招標，這說明在現時流
動性相對充裕環境下，人行會削峰填
谷、靈活擺布中短期流動性投放。

【大公報訊】記者張豪上海報道：
人民幣兌美元持續走低，15日在岸匯
價更跌穿6.9關口，為去年五月以來首
次，但無礙外匯佔款實現“七連升”。
中國央行15日公布，七月外匯佔款按
月增108.17億元（人民幣，下同），升
幅較六月的76.1億元有所擴大。業界分
析，數據表明央行沒有進行匯率干預，
跨境資金流動保持基本穩定，未出現明
顯的貶值預期。

今年以來外匯佔款維持正增長，介
乎40.51億至108.17億元水平，七月的
增長為全年最高，當月央行口徑外匯佔
款餘額達到21.53萬億元。

交銀金研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
健認為，七月央行口徑外匯佔款增加
108.17億元，與之前的外匯儲備數據一
致，符合預期。

人幣跌穿6.9 每百港元兌88.4
這一方面說明央行沒有進行匯率干

預，也表明儘管7月人民幣貶值，但跨
境資金流動保持基本穩定，未出現明顯
的貶值預期。總體看，在匯率波動明顯
加大的情況下，跨境資金流動仍較為穩
定，尚未出現大規模資本外流。

中國外匯儲備已連續兩個月上升，
七月環比增長58億美元。申萬宏源債

券首席分析師孟祥娟認為，上月中國外
匯儲備的繼續穩定，一定程度表明中國
外匯佔款未大幅流出，預計人民幣匯率
中間價不會出現類似2016年時的大幅
貶值。

受美匯持續走高，指數一度迫近97
的逾一年新高，在岸人民幣日盤一度跌至
6.9106元水平，最後在岸日盤收盤較上日
跌219個基點報6.9049，創去年五月九日
以來最低。截至15日晚22時，在岸人民
幣低見6.9305元。當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
價下調161個基點至6.8695，與在岸人民
幣日盤收盤價同創15個月的新低。每百
港元兌88.43元人民幣。

【大公報訊】記者黃裕慶報
道：美元持續走強，令新興市場貨
幣受壓，港元亦難獨善其身。港匯
近日持續於 7.85 弱方水平附近徘
徊，15日多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
香港金融管理局入市承接合共
167.91億（港元，下同）是今年5
月中以來再度入市，預計到周五
（17日），香港銀行體系結餘降至
926.14億元。金管局表示，未來有
可能再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該局
有足夠能力維持港元匯價的穩定，
及應付資金大規模流動。

對於最新一次市場操作，金管
局副總裁李達志表示，美元利率自
從2015底開始正常化，美聯儲至今
已經七次加息，令港美息差拉闊，
引發套息活動，資金亦逐漸由港元
流向美元。今年4、5月期間，港匯
曾多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
累計從市場買入703.5億元。其後
銀行體系總結餘減少，港息逐漸攀
升至較高水平，因而過去兩、三個
月資金流出港元的誘因減少。

李達志續說，近日港元資金需
求下降，港美息差再度擴大，加上
大型招股活動完結後，有部分招股
所得資金流出香港等因素，導致近
日港元匯率轉弱，並再次觸發弱方
兌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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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中國房地產密集調控，但房價熱度未退，
三線城市房價領漲。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
司高級統計師劉建偉指出，上月中國70大
中城市新建商品房價中，35個三線城市環
比、同比漲幅分別擴大 0.8 及 0.7 個百分
點，至升1.5%及6.7%。

此外，外電路透根據數據估算，上月
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價格指數同比升
5.8%、環比升1.1%，為連續34及40個月
上漲，環比漲幅更是自2016年10月以來最
高。

分析料樓市調控難放鬆，未來將有更
多城市加入調控加碼行列。

70城房價按月升1.1%
近兩年最勁

▲分析稱，超量續作MLF無疑傳遞了
“流動性邊際寬鬆”的信號，短期內市
場流動性仍將維持合理充裕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