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為5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恒指收報25660
點，雖下跌40點，但總結全月上升過千點，

單月升幅相當於4.2%，是2014年以來表現最佳的5
月。恒指已連升五個月，累計升幅達到3660點。國
企指數昨日收報10602點，跌16點。MSCI指數昨日
收市後換成分股，在換馬盤帶動下，大市成交急增
達1105億元，是今年3月中以來最多。
　　恒指打破「五窮月」的傳統智慧，不過，以過去
10年來說，「五窮月」的說法仍有一定道理，期間有7
個5月下跌，連同今年在內，只有3個5月錄得升幅。

吉利年來累升74%
　　今年1至5月合計，吉利汽車（175）一枝獨秀，
累積升幅74%，騰訊累計升41%。石油股跑輸大

市，年初至今中石油（857）以及中海油（883）分別逆
市累積下跌10%及8%。
　　港股連升五個月，但部分強勢股開始有投資者
獲利回吐。騰訊昨天跌逾2.6%，收市報267.6元，
單計騰訊一隻股份便拖低恒指約83點。騰訊回軟，
其他科網股亦有龐大沽壓，天鴿互動（1980）大跌
6.4%，跌穿6元，收市報5.96元，聯眾（6899）更跌
逾兩成，收市報1.93元。

恒大回吐  聯想傳私有炒上
　　內房股亦大幅波動，連升多日的恒大（3333）
回吐，全日下挫8%，收市報13.98元，龍光地產
（3380）則升逾7%。其他股份方面，市場憧憬聯想
（992）將私有化，雖然有報道指管理層已否認傳
聞，但股價仍大升5.2%。吉利獲野村唱好，股價
逆市大漲7.5%，為表現最佳藍籌股，昨天收市報
12.9元，創23年新高。
　　MSCI指數換馬，國泰（293）被剔出MSCI香港
指數，收市跌2.6%。四環（460）和敏實（425）加入
MSCI中國指數，收市分別升1.8%和升5.3%。恒
騰網絡（136）和中國外運（598）遭剔出MSCI中國指
數，收市分別跌10.2%和1.6%。時富證券聯席董事
鄧建初表示，大市仍處於上升軌，但恒指有機會在
短綫調整之後，才上試26000點。
　　另外，建滔化工（148）昨日宣布，於昨日通過
其附屬公司，於市場購入合共3782.6萬股國泰航空
股份，涉資4.32億元。令其於國泰的持股增至2.96
億股，佔國泰已發行總股本約7.53%。

■恒指昨日雖然下跌40點，但全月合計則上升1045
點。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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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再惹狙擊
科通芯城挫23%

　　科通芯城（400）本周一發澄清公告，逐點反駁烽
火研究的七大指控。不過，烽火研究在端午節當日
迅即再出報告狙擊，形容綫上平台的中小型客戶如
不存在「鬼魂」。即使科通芯城主席康敬偉放風指會
派息，昨日復牌後要大跌，由開市高位8.4元，最多
瀉26%至5.75元，收市報5.98元，跌23%，成交急增
至7.44億元。

中小客戶如「鬼魂」
　　有分析指，科通芯城的澄清公告反駁不足以令人
信服，包括當中重複使用已披露的審計報告，未能提
供足夠理據支持論點，錯過了反擊沽空者的機會。
　　反擊報告依據科通芯城的七大澄清重點逐一回
應，但可歸納為四個進一步的指控。其中一大指控
是科通的綫上業務以及近年以此為依據的收入增長
無實質根據，質疑包括澄清公告指大部分交易經由
手機的微信官方服務號收取定單，但該類微信帳號
並無此功能。
　　烽火研究又以同類可比較的公司的綫上平台收入
與科通相比，凸顯科通的收入增幅難以與實際操作脗
合。反擊報告又指澄清公告並無正面回應第一份報告
的指控，包括有關涉及十九億人民幣的現金流。
　　烽火研究表明，從未在第一份報告中攻擊科通
芯城的綫下藍籌客戶業務，而只是質疑綫上中小型
客戶業務。不過，報告相信科通芯城只是傳統的綫
下分銷商，主要服務藍籌客戶，與互聯網概念毫無
半點關聯。為了獲取高估值，康敬偉首先將藍籌客
戶以綫上概念重新包裝，然後製造一個可疑的中小
企客戶份額，並以此作為科通芯城近來快速增長的
動力。

  港股打破五窮魔咒，恒指在五
月份累升1045點，為11年來累升點
數第二高，升幅第三高。吉利汽車
（175）單月升22.9%，成為表現最佳
藍籌股，而瑞聲（2018）受狙擊，上
周停牌之後仍未復牌，五月份急跌
27.7%，是表現最差的藍籌。不過，
騰訊（700）昨日下挫2.6%，成為昨天
表現最差藍籌股，更是去年11月14日
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成交額更超過
100億元。

騰訊失守270元  
逾半年最大跌幅

港股破五窮  
全月升千點

內地客保單
中銀人壽續增長

　　內地收緊居民來港刷卡買保險，不過，中銀人
壽執行總裁老建榮表示，今年首季來自內地客的新
做標準保費按年仍有增長，按季則持平，主要受付
款方法影響，估計今年這類跨境業務比例可保持在
20%以上。
　　老建榮表示，中銀人壽去年來自跨境業務的保
費收入，佔整體新做標準保費比例由單位數大升
至逾20%，年初至今跨境業務保費收入表現保持平
穩，而內地客仍對美元及港元保單需求較大。
　　去年中銀人壽整體的新做標準保費按年增長
47%，新造業務價值增長30%。在新造標準保費
中，來自非銀行渠道佔比超過20%。
　　人民幣保單市場因受匯率波動影響去年有所下
跌，新造標準保費持平，中銀人壽市佔率達81%，
今年首季該業務保持平穩。老建榮指，人民幣保單
仍有需求，有信心今年底團隊人數可達800人目標。

股份 收市價（元） 五月份升跌（%）
最佳

吉利汽車（175） 12.90 +22.9
百麗國際（1880） 6.08 +15.4
華潤電力（836） 16.08 +14.7

最差
瑞聲（2018） 82.60 -27.7
恒安（1044） 54.65 -6.1
中石油（857） 5.19 -5.3

表現最佳及最差藍籌股

　　路透社引述消息表示，內地互聯網保險眾安保
險計畫未來數周入表申請在港上市，集資至少10億
美元（78億港元），有可能成為首隻金融科技股。另
外，捲土重來的尚捷（8183）首日掛牌跌2%，每手
蝕50元。眾安保險一直傾向在內地上市，但認為難
以在短期內實現，故來港集資以助擴充業務，惟仍
會考慮內地上市的機會。眾安股東包括騰訊（700）
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
　　捲土重來的尚捷昨日首日掛牌下跌2%，早市

高開2%，高見0.52元，收市報0.49元，成交3871萬
元。不計手續費每手蝕50元。

尚捷首日微跌  每手蝕50元
　　尚捷行政總裁陳永啟表示，會積極發展無縫針
織女裝，毛利率約在30%，較傳統針織衣物毛利率
只有14%至15%高出一倍，也會裁製產品，如T恤、
衞衣等。目前該公司與六家內地及一家泰國的成衣
加工廠合作生產，自家則聘有5位設計師，每季製作

約100款潮流服式樣辦供客戶選擇，主要針對日本。
　　另外，本港模板工程分包商建成控股（1630）今
日起招股，集資最多1.58億元，共發行2.55億股新
股，招股價介乎0.38元至0.42元。該股預計於6月7
日定價，6月16日首日掛牌 。以每手6000股計，連
同手續費，入場費約2545.4元。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表報
告指，港交所上市成本最低，而紐約證交所的集資
成本最高。

眾安保險傳來港籌7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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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國際CRE & CSQS領袖高峰會 2017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2017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前奏
特刊

　　兩天的峰會分設四個主題CXO論壇及兩場CEO午餐論壇，主題涵蓋
「在全媒體時代發展未來的競爭力」、「亞洲服務文化和顧客體驗創新」、「大
數據和社交媒體策略的持續發展」、「透過互聯網+和創新提高顧客忠誠度」、
「CRE領導力和CSR敬業度基準最佳實踐」、「有效服務提供和大眾公共服務
創新方案」等。

通過顧客體驗滿意和忠誠  提升公司品牌價值
　　主辦方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主席朱剛岑先生指出，隨着時代的變遷和新
興媒體的興起，顧客體驗就是戰略性地管理顧客對產品或公司全面體驗的
過程，以提高客戶整體體驗為出發點，注重在每一個接觸點上都與顧客相
聯繫，通過協調整合售前、售中和售後等各個階段，各種客戶接觸點，或
接觸管道，有目的地、無縫隙地為客戶傳遞目標資訊通過對顧客體驗有效
的管理，這樣就提高顧客對公司的滿意度和忠誠度，最終提升公司價值。
品牌與顧客關係管理不僅僅是一種策略或活動與努力，更是全新的品牌管
理方法。品牌和顧客關係其實就是同一張紙牌的正反面。交叉品牌生命週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將於六月十五至十六日舉行「卓越顧客關係（CRE）與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本次峰會以「大數據創新顧客體驗，挖
掘未來顧客關係忠誠度指數」為主題，邀得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深CEO和企業領袖
決策人，分享對卓越顧客關係服務的真知灼見、實踐心得及最佳範例。

國際領袖
高峰會
金贊助

國際傑出顧客
關係服務獎
頒獎晚宴贊助

期與顧客生命週期，將傳統的純粹收益管理轉變為以顧客為
中心的收益管理，強調品牌與顧客體驗之間的交流與關係。
　　 大數據創新服務舉措  

企業積極應對時代新興潮流 
　　現在我們都生活於充滿數據的世界，大數據已經是不可
逆轉的趨勢，亦是推動企業作出決策的重要元素。雖然大
數據或能提供取得競爭優勢的答案，但同時亦潛在風險。最
近有調查更顯示，不少公司在實行大數據的措施時更是挑戰
重重。 

　　銀聯集團首席資訊科技總監盧志鵬先生將代表BCT銀聯集團分享當中
的挑戰，以及於金融服務行業利用大數據的最佳守則。

生物識別科技提升安全和體驗  加強防範詐騙風險
　　數字化時代，網絡世界容易受到攻擊，相關領域的詐騙風險也是成倍

加大。通過先進的生物識別驗證解決方案保障公司安全，生
物識別科技的平台迅速地成長，已經相當於全球銀行業的標
準，被眾多銀行廣泛採用。
　　Nuance Communications北亞區域的首席顧問Sasha 
Agafonoff先生將分享顧客使用這個平台後如何改善顧客體
驗，減少代理人處理時間並顯著減少詐騙的發生。例如如何
免去密碼，改善顧客體驗，並縮減服務中心的處理時間；提
供簡易驗證身份機制，並可選擇渠道和情境；通過反對模擬
和重放攻擊來保障未來的安全；在一個單一的平台上提供彈
性選擇並擊敗風險；通過聲音識別來偵查和防止數字化時代
的欺詐風險等等最佳實踐。

服務品質創造產品差異 
企業持續提升市場行業地位

　　如今製造業的產品質量差異已經越來越小。在日本競爭
比較激烈的市場，服務品質變得比以前更為重要。國際傑出
顧客關係服務獎評審、日本HDI公司行政總裁山下辰巳先生
認為，管理層需要理解自家顧客中心和競爭對手相比的服務
水準如何，以及他們在行業中的地位，而基準能夠幫助企業
管理層和顧客中心持續不斷地進行提高市場行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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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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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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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體驗管理
趨勢和顧客服
務中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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