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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王陳國強辭任 TVB 主席

香港攜手泰國
研央行數碼貨幣

悉售股權過退休生活

【香港商報訊】香港金管局與泰國央行昨公布，
將就央行數碼貨幣展開進一步聯合研究。金管局助
理總裁(金融基建)鮑克運表示，目前傾向深化研究涉
及法規、管治及技術等相關問題，以更完善泰銖港幣跨境走廊網絡原型。
談到選擇與泰國央行合作的原因時，鮑克運解釋，
金管局與泰國央行有多年的合作關係，雙方在美元結
算系統上亦有聯網，加上對方亦有央行數碼貨幣的項
目，並已進入第三階段，正研究跨境應用。
金管局高級助理總裁劉應彬表示，泰港兩地致力
解決傳統跨境支付交易效率低、成本高的痛點，以
區塊鏈技術解決實際應用可能出現的技術問題，並
為央行數碼貨幣使用提供參考。

泰港共 10 間銀行參與

里

現時泰國和香港共有 10 間銀行參與，當中有兩間
香港銀行，包括豐和眾安。鮑克運指，虛擬銀行
的業務模式與傳統銀行不同，應用科技的層面較
高，相信有虛擬銀行的參與，將令項目的伸延性及
包容性增加。
鮑克運又表示，兩地央行使用同一套區塊鏈技
術，而且貿易量龐大，適合作跨境支付研究，計劃
利用兩行共建的走廊及數碼貨幣，提高跨境支付的
速度及營運效益。他並稱，利用央行數碼貨幣，可
直接點對點支付，減省中介開支，監管機構更可監
察支付流程，做到反洗黑錢等功能。被問到有否計
劃將措施擴展至其他地區，他回應稱，目前未有心
儀的合作地區。

陳國強宣布辭任電視廣播主席及非執行董事職務，並表示將 「開展退休生活」 。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人稱 「殼王」 的陳國強昨正式宣布辭
任電視廣播(511)(TVB)主席及非執行董事職務，2 月 4 日生效，並表示離開
TVB 後將 「開展退休生活」 。他同時悉數出售持有 TVB 股權的 Young Lion Holdings(YLH)股份，該交易須向通訊局申請並獲得批准後方會完成。
不過，公告未有透露股權售予何方。
陳國強辭任 TVB 主席的消息，早於去年 12 月已傳
出。事緣要追溯至去年 3 月，TVB 因投資陷入財困的
星美國際(198)和國儲能源債券，需要作出 5 億元減
值，拖累業績出現上市以來首次 「見紅」，坊間將是
次 「投資失利」的矛頭直指陳，並認為他這次是 「順
勢」離開 TVB。

未有提及繼任人
在陳國強辭任 TVB 主席的公告中，未有提及繼任
人。陳國強向員工發出的公開信中，以 「我正式退

休」開首，表示早於兩年前在挪威經歷直升機意外
後，已萌生退休計劃。他特別感謝已故 TVB 非執行董
事方逸華邀請加入 TVB，深信 TVB 一定可以繼續面
對挑戰。
TVB 董事局向員工發放的內部信件指稱，修例風波
拖累香港經濟衰退，客戶因而減少廣告投入，但相信
董事局經調整後，將為公司帶來新資源、新的治理方
式及新動力。
股權方面，2011 年，陳國強聯同當時的台灣女首
富、宏達電(HTC)董事長王雪紅合組財團 You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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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oldings(YLH)購入電視廣播 26%股權，2011 年 4
月陳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當時適逢邵逸夫轉任 TVB
非執行主席不久，消息指陳將會入主 TVB。
至 2015 年，即邵逸夫去世後一年，陳國強出任 TVB
主席，同時引入有 「中國梅鐸」稱號的黎瑞剛為 YLH
股東。雖然在售出 YLH 之前，陳國強只持有 6%股
份，但在 「同股不同權」架構下，他擁有的投票權高
達 56%。

入主後股價每況愈下
另外，他聯同王雪紅入主 TVB 時，每股作價為 55
元，但往後電視廣播股價每況愈下，若按昨日收報
12.6 元計，他持有的每股電視廣播股份，帳面虧損幅
度高達 77%。
早年以建築工程起家的陳國強，向來擅長注資和
「低 買 高 賣 」 等 財 技 操 作 ， 故 被 市 場 稱 為 「殼
王」。他早年持有 10 多家上市公司，也積極進軍紙
媒及娛樂事業，並被指與長江集團資深顧問李嘉誠
關係密切。

內地加強防疫 港股反彈 355 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港股經過連續兩
日低收，累計挫逾千點後，昨日出現反彈並收復
28000 點。恒指高開 131 點後輕微倒跌，其後跟隨內地
股市重拾升勢，尾市最多曾升 408 點，高見 28393 點，
收市報 28341 點，升 355 點，升幅 1.27%。國企指數收
市報 11174 點，升 204 點。全日主板成交額近 1015 億
元。

流感概念股造好
近期港股受到新型肺炎疫情惡化等負面因素拖累，
昨日港股早段高開後亦一度掉頭向下。內地衛生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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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疫情最新情況後，大市重造升勢，更一度升逾
400 點。內地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上升，刺激流感概念
股向上，平安好醫生(1833)高見 75.45 元創上市新高，
最多升近 13%，收市升幅近 12%，報 74.8 元。華潤醫
藥(3320)升逾 9%，中生製藥(1177)和石藥集團(1093)升
逾 1%至逾 2%。
保險股反彈，友邦升 1.4%，收市報 83 元，中國人壽
(2628) 升 1.2% ， 收 市 報 21.35 元 ； 中 國 平 安 (2318) 升
1.7%，收市報 96.05 元；中國太保(2601)升 1.4%，收市
報 29.4 元。
新型肺炎疫情持續蔓延，交銀國際針對事件發表報
告指，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引發對近期航空需求
的擔憂，由於市場正根據 2003 年的需求下降幅度去評
估情況，預計
航空股將持續
動蕩。

成交金額(億元)

騰訊控股(700)

391

72.73

小米集團(1810)

13.90

41.48

阿里巴巴(9988)

218.4

31.82

中國平安(2318)

96.05

31.64

「本申請」），㈵此公告。

中原測量師行執行董事張競達表示，總結 2019 年
政府賣地曾經發生流標及撻訂的事件，會發現大部
分相關事件都發生在商業地皮上。他提醒，今後分
析發展商對後市的態度時，要觀察多家發展商的出
標價，而不要僅僅留意中標價。
回顧本月交投情況，一手成交至今暫錄約 1130 宗
一手登記，張競達料月尾受農曆新年假期影響，預計
1 月全月可錄約 1300 宗一手成交，呈價跌量升走勢。
由農曆新年大約年初五開始，樓市交投氣氛會穩步回
升，2 月全月有望錄 1800 宗至 2000 宗一手成交。

市場
動態
友邦：港人退休儲備缺口 201 萬

新世界：2030 年減排五成

具體內容
1. 本申請提交的㈰期
2020 年1 ㈪22 ㈰
2. 本申請的申請㆟及被申請㆟
申請㆟：Tiger Resort Asia Limited
被申請㆟：岡田和生

㈲關呈請書的替㈹送達
報章公告
HCB 7321 / 2019

㈲關於2019年11㈪26㈰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註冊㆞址為香港告士打道108號光大㆗心36樓的大新銀行㈲限公司
已針對你提交㆒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令如將該份呈請書的㆒
份蓋章文本連同2020年1㈪13㈰之替㈹送達令的㆒份蓋章文本以預
付郵㈾普通郵遞方式送交你的最後為㆟所知的㆞址，即(1)香港㈨龍
觀塘鴻圖道57號南洋廣場907室；(2)香港㈨龍觀塘㈪華街24號華麗
樓A座11樓A4室；及(3)香港㈨龍深㈬埗保安道1號寶安閣3樓D室，
並註明由曾蘭芳(ZENG LANFANG)收件，及將本通知書在香港刊
行流通之㆗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㆒次，則須當作已向你送達該份
呈請書 ; 該㊠呈請將押後㉃2020年2㈪19㈰星期㆔㆖午11時00分在
香港㈮鐘道38號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進行聆訊，你須於該㈰出
庭，如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的情況㆘針對你作出破產令，㈵
此通知。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期 : 2020年1㈪23㈰
司法常務官
致：曾蘭芳(ZENG LANFANG)
申請㆟㈹表律師：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址：香港㆗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12樓1225室
電話：2533 7700
傳真號碼：2525 5737
檔號編號：133754:SPT:AWH:KLM

收市價(元)

分析後市要多留意發展商出價

公告

㈲關於2019年11㈪26㈰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註冊㆞址為香港告士打道108號光大㆗心36樓的大新銀行㈲限公
司已針對你提交㆒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令如將該份呈請
書的㆒份蓋章文本連同2020年1㈪13㈰之替㈹送達令的㆒份蓋章
文本以預付郵㈾普通郵遞方式送交你的最後為㆟所知的㆞址，
即 香 港 新 界 大 埔 䃟 頭 角 85號 1樓 ， 並 註 明 由 彭 浩 然 (PANG
HERWIN HO-YIN)收件，及將本通知書在香港刊行流通之㆗
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㆒次，則須當作已向你送達該份呈請書 ;
該㊠呈請將押後㉃2020年2㈪19㈰星期㆔㆖午11時00分在香港
㈮鐘道38號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進行聆訊，你須於該㈰出
庭，如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的情況㆘針對你作出破產
令，㈵此通知。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期 : 2020年1㈪23㈰
司法常務官
致：彭浩然 (PANG HERWIN HO-YIN)
申請㆟㈹表律師：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址：香港㆗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12樓1225室
電話：2533 7700
傳真號碼：2525 5737
檔號編號：132741:SPT:AWH:KLM

㈲關債務㆟：曾蘭芳 (ZENG LANFANG)
(香港身份證號碼: M307xxx(x))
單方申請㆟：大新銀行㈲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香港商報訊】2003 年沙士肆虐香港期間，香港
樓價跌到歷史低位。新型肺炎會不會對今天的樓市
帶來衝擊？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
永傑出席記者會時表示，雖然疫情發展難以估計，
但經歷過 2003 年沙士一役，現時社會有一定警覺
性，大家 「
識驚」，不少市民亦有做好防禦措施。
陳永傑稱，2003 年樓市沒有辣招，投資炒賣風氣
濃厚，發生疫情時，大家不知道是什麼病毒，因此
非常恐懼，不敢出街吃飯，地產代理分行都關了。
樓價應聲下跌，但現時樓市受辣招所限，物業以自
住或長線投資為主，樓市泡沫相當細，就算遇上嚴
重情況，相信樓價波幅仍可維持 10%以內。不過，
他坦言，疫情對於香港的整體經濟影響會從遊客訪
港、商業活動的舉辦等方面體現出來，疫情蔓延導
致商戶不敢舉辦大型活動，會影響商業地產項目。
總體來看，住宅項目的回報會比商業項目更好。

友邦香港(1299)昨公布 「
AIA 理想退休生活調查」
第 11 期結果，發現有 66%受訪在職港人退休儲備不
盈富基金(2800)
28.55
31.42
足，儲備缺口達 201 萬元，創歷次調查新高，受訪
者每月撥作儲蓄或投資以實現退休計劃的金
額，更較上期調查削減 8%至 5289 元。
根據調查報告顯示，有 46%受訪者表示未有明
確退休儲蓄或投資計劃，無計劃的受訪者預計
平均 48 歲才開始制訂計劃，更有 26%受訪者未
Tiger Resort Asia Limited 向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the
有或不懂為退休後的醫療費用作預算。18 至 24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提交了對本公司前董事岡田和生限制其處
分在香港持㈲的㈾產以及禁止其行使表決權等臨時禁令的申請（以㆘稱為
歲的受訪者中，更有高達 69%未有相關計劃。

㈲關債務㆟：彭浩然 (PANG HERWIN HO-YIN)
(香港身份證號碼: P213xxx(x))
單方申請㆟：大新銀行㈲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香港㈵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高院破產案件2019年第7321號

五大成交金額股份

代理預計今年
住宅回報較商業項目好

《公司條例》
(香港法例第622章)
HONGKONG RUI PENG INVESTMENT
HOLDING GROUP LIMITED
香港睿鵬投㈾控股集團㈲限公司
( “本公司” )
關於股本減少的公告
( 根據第218條的規定 )
現公告本公司已經於2020年01㈪14㈰獲得所㈲成員通過的㈵別
決 議 (“ 該 ㈵ 別 決 議 ” ) 批 准 將 本 公 司 之 股 本 由
1,000,000,000港元減少㉃10,000港元。 所減少的股本款額為
999,990,000港元。
該㈵別決議及㆒份由本公司董事簽署的償付能力陳述書 (表格
NSC17) 現存放於本公司的註冊㆞址香港㈨龍㈨龍灣宏光道1號
億京㆗心A座10樓D室，並於本公司的辦公時間內可供查閱。
任何沒㈲同意或並沒㈲表決贊成該㈵別決議的本公司成員或本
公司的債權㆟，可以在該㈵別決議通過的㈰期後的㈤個星期內
之任何時候，根據《公司條例》第220條向法庭申請撤銷該㈵別
決議。
㈰期 : 2020年01㈪23㈰

3. 本申請的概要
各申請㆟向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提交的禁令概要，內容如㆘：。
（1）限制處分㈾產以及禁止行使Okada Holdings Limited 的股東表決權岡田和生、1
以申請6 億2000 萬美元（約680 億㈰元）損害賠償訴訟為前提，不得將其存在於香港境
內的㈾產（無論是否為該㆟㈴義、無論是否為單獨㈴義或共同㈴義）帶出香港、或者2
無論以任何手段，不得處分該㆟存在於香港境內的㈾產（包括Okada Holdings Limited
的岡田和生㈴義的股份。或，無論是否為該㆟㈴義、無論是否為單獨㈴義或共同㈴義）
以及不得行使Okada Holdings Limited 的股東表決權等。
（2）信息披露
岡田和生必須以書面形式向各申請㆟，就其在香港境內存㈲的價值10 萬港幣（約150 萬
㈰元）以㆖的㈾產（無論是否為該㆟的㈴義，無論是否為單獨㈴義或共同㈴義），披露
該㈾產的價值、場所以及詳情。另外，岡田和生以可能被刑事起訴作為理由，㈲權拒絕
披露全部或部分信息。
4. 提交本申請的背景
本公司計劃向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就岡田和生作為本公司子公司的菲律賓法㆟
Tiger Resort, Leisure & Entertainment, Inc.的董事，其就任期間在菲律賓綜合型度假村
設施「Okada Manila」的開發過程㆗存在違法行為而提起訴訟。本申請是為確保該訴訟
的實效性而要求的臨時禁令。
5. 今後的預測
目前來看，難以預測對本公司業績的影響，今後如發生需要披露的事㊠，本公司將迅
速發布公告。

HONGKONG RUI PENG INVESTMENT

Tiger Resort Asia Limited律師顧問團

HOLDING GROUP LIMITED

2020年1月23日

香港睿鵬投㈾控股集團㈲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017)執行副主席兼總經理鄭志剛
表 示 ， 至 2030 年 集 團 的 總 碳 排 放 強 度 大 減
50%。由他創立的非牟利機構 Culture For Tomorrow 日前舉辦 「可持續發展論壇 2020」。他
表示，新世界會跟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希望可以推動香港商界、跨界別及跨世代共同
努力，特別在香港孵化更多新 「
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