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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個月，阿里收購網易考拉可

謂一波三折，8月上旬有消息指，阿里巴

巴將20億美元現金收購網易考拉，收購後

將與阿里巴巴旗下跨境電商平台天貓國際

整合。8月20日下午，在一場涉及到網易

所有總監級人員的會議上，丁磊親自否定

該收購議案，並表示，網易考拉會繼續獨

立融資。8月底，有消息指，網易考拉正

謀求其他渠道融資但最終失敗，和阿里的

談判重啟。直至本月4日凌晨，有消息稱

，網易考拉仍在試圖謀求融資，但報價無

法達心理預期。

行業龍頭變現 投入電競賽道
據了解，此前網易雲音樂的融資被阿

里巴巴看作是考拉收購的一部分，所以丁

磊否定了交易。本月6日，距離馬雲的9月

10日退休，還有4天時間，兩間同在杭州

成長的互聯網企業最終緊密團結一起。網

易公司CEO丁磊表示，很高興與阿里巴巴

達成合作，這符合網易在新時期下的戰略

選擇，有利於各方長遠發展。網易期望考

拉能夠在阿里巴巴生態體系內，持續為用

戶提供優質的跨境電商服務。賣出考拉後

，丁磊稱， 「網易會繼續推進聚焦戰略，

將資源集中在優勢領域，通過持續創新，

為用戶創造源源不斷的價值。」
2015年開始主打自營直採理念的跨

境電商平台 「網易考拉海購」 正式上線公

測，丁磊一直對該平台寄予厚望。他曾在

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表示， 「未來三

到五年，網易考拉海購將在市場上達到

500億到1000億的規模，在電商領域再造

一個網易。」 事實上，直至被收購前，考

拉仍然是跨境電商賽道的行業龍頭。根據

艾媒諮詢發布的《2019上半年中國跨境電

商市場研究報告》，上半年考拉市場份額

27.7%，領先行業第二的天貓國際兩個百

分點；其後，依次排列為京東、唯品會、

小紅書等玩家。

對於丁磊此次的做法，一位年初在網

易裁員風暴中離開的員工表示，選擇在這

個時機將這資產處理掉，說明丁老闆想趁

着估值仍堅挺的時候將其變現，投入到電

競等其他賽道中去。

雖然電商盈利能力轉好，但直至現在

，考拉並沒有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盈利；遊

戲業務經常維持60%以上毛利率，而剛剛

破10%的毛利率，其 「性價比」 太低。隨

着國內電競市場迅速成長，網易正在加大

電競領域的布局，今年上半年，網易在逾

120座城市開展泛娛樂化電競賽事。剛剛

過去的8月，在上海舉行的2019全球電競

大會上，網易遊戲總裁丁迎峰曾透露，網

易計劃投資逾50億元，在上海青浦建設網

易電競生態園區。

在近一個月傳聞發酵後，網易考拉最終還是加入阿里動物園。昨日
，網易與阿里巴巴共同宣布達成戰略合作，阿里巴巴以20億美元（約
157億港元）全資收購網易旗下跨境電商平台考拉，天貓進出口事業群
總經理劉鵬將兼任考拉CEO，且考拉品牌將繼續保持獨立運營。同時，
阿里巴巴作為領投方參與了網易雲音樂此輪7億美元（約54.6億港元）的
融資。

大公報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

領投網易音樂55億融資 期待協同效應發酵

貿談氣氛緩和 港股回升175點
【大公報訊】人行收市後公布降準

0.5%，春江鴨搶閘入市，疊加中美貿易談

判氣氛緩和，在積極訊息的氛圍下，港股

昨日早段高開高走，最多漲375點，惟惠

譽調低香港信貸評級，由「AA+」降至「AA」
，消息觸發市場出現恐慌情緒，指數升幅

一度縮窄至47點，但大市在低位整固後，

又重拾升軌，收市時升175點，報26690

點。國企指數升46點，報10430點。

恒指公司收市後調整藍籌股在指數內

權重，友邦（01299）、騰訊（00700）

在U盤時段異動。自下周一開始，友邦、

騰訊在恒指的權重由10.44%、10.84%，

雙雙調低至10%，理論上指數基金需要減

持友邦、騰訊股份，直接對股價構成壓力

。可是友邦股價在U盤時段不足反升，由

79.05元飆高至79.70元收市，全日升

1.4%。騰訊股價則由341.6元，飆高至

343.4元收市，全日升0.5%。

降級影響股市微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

示，惠譽調整香港信貸評級，對市場的影

響是心理層面多於實際層面，因為香港外

債佔外匯儲備約0.1%，港資企業財政實力

較強，債務負擔並不沉重，所以今次評級

調整短期內不會對香港及港資企業構成太

大傷害。港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

後，恒指區間由25200點至25600點，上

調至26300點至26900點。就內地降準，

他認為對港股提振作用並不大，對內地A

股或會有更大支持。

勤豐證券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連敬涵

稱，信貸評級的調整，對企業往後發行債

券時才會產生影響，所以屬於長期性的，

並不會對投資者入市炒賣股票造成影響。

他又稱，近期港股表現強勢，恒指有機會

上試27000點。

個股表現方面，貿易談判有進展，蘋

果公司下周又公布新型號iPhone，電訊設

備股走高，瑞信引述丘鈦科技（01478）

管理層指出，有信心手機攝像頭模組付運

量及售價錄得增長，丘鈦科技股價升9.6%

，報8.49元；中興通訊（00763）股價升

8.5%，報21.25元；瑞聲科技（02018）

股價升2.9%，報40.25元。

【大公報訊】
記者俞晝杭州報道
：根據媒體報道，

除了阿里外，網易

此前還與拼多多展開過談判。丁磊是拼多

多的早期投資人之一，2015年8月，處於

孵化階段的拼多多獲得丁磊、王衛、段永

平、孫彤宇和魔量資本的A輪融資。在黃

崢留學期間，丁磊還將已在美國定居的

學長段永平介紹給他，可以說丁磊是黃崢

人生路上的第一位貴人。

面對跨境電商這塊大蛋糕，拼多多也

在暗自發力。今年2月，拼多多悄然上線跨

境電商項目 「多多國際」 ，隨後更在各個

保稅區召開招商大會，還在香港召開直郵

商家招商會議。5月，拼多多商品分類作出

調整，原來的國際板塊下線，新增 「海淘

」 分類；本月初，拼多多宣布與西安國際

港務區展開合作，聯合設立拼多多國際跨

境保稅倉。由此可見，拼多多進入跨境電

商之野心已表露無遺。

鞏固跨境電商龍頭地位
因此，多位業內人士在接受採訪時坦

言，此次阿里收購網易考拉，還有一個隱

藏的意義，即通過收購實現在跨境電商市

場份額的壟斷地位，直接從業務規模上壓

倒拼多多模式在跨境電商上增長的空間，

從而實現狙擊拼多多的目的。 「收購網易

考拉，既消滅了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也

成為行業內絕對的老大。」 網經社，電子

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認為，海淘的暢銷

商品以標準品為主，價格透明，多家公司

競爭意味着難以盈利。 「阿里現在最大的

競爭對手除了京東就是拼多多，天貓國際

作為天貓裏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代表了消

費升級，品質電商，此次收購勢必會進一

步鞏固其在跨境電商行業的地位。」 「此
外，網易考拉該模塊從源頭的中國工廠進

行了整合，能夠為大家提供定製化高性價

比的產品。

如果包括該模塊，阿里一方面可以阻

擊拼多多的新品牌計劃，另一方面來講也

豐富了他的產品線，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

其他平台的市場擴張。」

阿里舞劍 意在拼多多

【大公報訊】騰訊（00700）高級副

總裁馬曉軼表示，將於今年完成旗下健康

系統的全產品覆蓋，又指為確保所有未成

年用戶受到保護，一旦有遊戲無法接入健

康系統，就算相關遊戲可帶來營收貢獻，

公司亦會將之停運和下架。

馬曉軼發布公開信指出，經過一年時

間對旗下健康系統啟動升級，開啟公安實

名認證，現時包括《王者榮耀》、《和平

精英》在內的幾乎全部移動遊戲，都已完

成健康系統的接入，並正逐步推進用戶端

遊戲的接入。

此外，馬曉軼強調，未成年人保護的

工作永遠沒有終點，其核心在於4個命題

，包括遊戲時間管理、遊戲消費管理、實

名訊息校驗，以及適齡遊戲嘗試。

騰訊：未接入健康系統手遊將下架

李小加：軟件漏洞致故障 非受攻擊
【大公報訊】港交所（00388）旗下衍生產品

市場於昨日早上恢復正常交易運作，並在開市後約

一個小時發表公告稱，未接到任何交易所參與者反

映有交易系統相關的連接問題。

港交所系統問題觸發衍生品交易周四下午停市

，外界對原因眾說紛紜，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終

於作出解話，他表示，已找到問題所在，是交易系

統軟件出現漏洞，現已完全恢復正常，並於早上完

成三千多個系統的接入工作。他強調，此次事故並

非因為人為錯誤或受外來攻擊。

李小加稱，出現問題的交易系統由採用多年的

供應商提供，此次事件是港交所上市近20年來，唯

一一次在交易時段期間停市，對事件感到遺憾，會

盡一切努力避免問題再次出現。

李小加指，現時運行系統改用沒有此漏洞的舊

版本，舊版本雖然不具備新版的幾個功能，但對市

場交易並無影響，並將會在周末再度測試新版本

，待技術問題解決後會繼續使用新版本。

「披露易」遭DDoS攻擊
對於港交所在事發後沒有較快作出回應，李小

加解釋，一開市時只有小部分交易出現接入問題，

其後越來越多投資者出現同類問題，如果一開始在

未清楚問題根源、不了解通盤的情況下就立即通知

市場，反而會令市場更混亂且無所適從，因此停市

不是容易的決定。

他又稱，港交所 「披露易」 網站前日受到分散

式阻斷服務襲擊（DDoS Attack），但他強調不少

公司都會受到同類攻擊，屬於人為攻擊，而港交所

今年以來已遭受數次DDoS攻擊，甚至昨日仍有持

續，不過只影響用戶瀏覽訊息的速度，不影響交易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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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丘鈦科技（01478）

中興通訊（00763）

摩比發展（00947）

瑞聲科技（02018）

舜宇光學（02382）

京信通信（02342）

昨收
8.49

21.25

0.95

40.25

116.40

1.90

升幅
+9.6%

+8.5%

+4.3%

+2.9%

+2.7%

+2.7%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聯通

集團全資子公司聯通國際，董事長兼總裁

孟樹森表示，已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累計投資超過20億元（人民幣、下同），

累積完成及在建項目200個。她續說，正

籌劃在本港再開設數據中心，以應付市場

需求。

3年前，聯通國際位於將軍澳的中國

聯通（香港）環球中心正式開幕，建築面

積達3.57萬平方米，配備16個機房、合共

4000個機櫃，配合鄰近的海底電纜登陸點

，為客戶提供資訊出海的基建系統。

規劃最少需3年
孟樹森表示，聯通國際重點服務兩大

類客戶，包括為中資企業 「走出去」 ，以

及來自於周邊的大型跨國企業，目前有超

過2000家客戶。

此外，聯通國際執行副總裁邱濤表示

，隨着5G到來，確實對運算及儲存能力帶

來大挑戰。他續說，為確保服務、儲存資

源、電力供應等，公司對海底電纜及數據

中心等項目維護，每年花費10億元。孟樹

森直言，正考慮在港建設新的數據中心，

邱濤補充說，畢竟由規劃一個數據中心最

快3年時間，具體仍要視乎情況而定。

對於聯通國際在跨境雲的角色，孟樹

森指出，公司一直與多個雲服務合作，包

括騰訊（00700）、阿里巴巴、華為，甚

至亞馬遜及微軟等，加上聯通本身都有連

接優勢，配合數據中心的硬件儲存共享。

聯通籌劃港建設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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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考拉發展大事記
日期

2015年1月

2016年5月

2017年7月

2017年9月

2018年4月28日

2019年2月

2019年9月5日

事件
網易考拉上線公測

網易考拉率先試點跨境
進口商品「次日達」
網易考拉會員體系上線

網易考拉全球工廠店上
線，網易考拉在自營模
式之外引入第三方賣家

網易考拉首家線下店在
浙江杭州大廈開業

網易考拉與亞馬遜就收
購後者中國區業務展開
談判，因亞馬遜要價太
高失敗

阿里收購網易考拉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數碼

通（00315）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陳

啟龍表示，將參與5G頻譜拍賣，預料在手

機、頻譜、網絡配合下，相信明年下半年

推出5G服務。他還稱未來5至7年將逐步對

5G進行投資，雖然首兩年投資額會較高，

但相信未如投資4G時代般大幅跳升。

數碼通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止全年

業績，按呈報基準，股東應佔溢利為6.32

億港元，按年增長2.8%，每股基本盈利

56.3仙。

倘若以相同口徑《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8號，淨利潤則下跌1%至6.08億元

。剔除一次性成本調整後，基本淨溢利急

跌10%，只有5.56億元，主要受市場競爭

激烈及手機業務下跌所引致。

ARPU受壓 末期派息減少8.7%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由於手機月費計劃的部分收入被調撥至手

機及配件銷售，令服務收入重列為46.34

億元，同比下跌8.4%。

同時，受手機成本直接反映在

EBITDA上，令集團的EBITDA重述為

18.42億元，下跌13.8%。期內，銷售存

貨成本錄得37.23億元，減少24%，與手

機及配件銷售跌幅一致。陳啟龍表示，手

機補貼不再攤銷，而是於產生時反映在銷

售存貨成本上。

計及MVNO（虛擬網絡營運），以相

同口徑計算，移動ARPU為247元，下跌

4%。陳啟龍直言，ARPU未來或會持續受

壓，惟望上客量有效抵銷ARPU受壓因素

。按照75%派息比率政策，董事會建議派

發末期息每股21仙，減少8.7%，股東可

選擇以股代息。

數碼通昨日收市後派成績，股價在交

易時段跟隨大市向好，中段升至7.28元高

位，收市報7.23元，上升1.3%。

數碼通：ARPU仍將受壓 明年料推5G服務

阿里157億購網易考拉 鞏固跨境電商

▲ 阿里收購網易考拉可謂一波三折，兩
間同在杭州成長的互聯網企業終團結

9月5日高位
178.94美元

昨晚早段曾報
179.22美元
微升0.16%

8月5日低位
153.67美元阿里巴巴股價近期走勢

財經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