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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香港交易所了解到，
小米集团 5 月 3 日正式以“同股
不同权”公司身份向港交所提交
IPO（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
中信里昂证券、高盛和摩根士丹
利为联席保荐人。

港交所修订后的主板上市
规则自今年 4 月 30 日起正式生
效并开始接受“同股不同权”架
构的公司以及生物制药等新经
济公司的上市申请，香港资本市
场以更加开放的怀抱来迎接创
新型公司上市。

5月2日即有消息称，小米有
望最快在本周提交上市申请，6
月底至7月初挂牌。这将是香港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同时
也有望成为今年全球最大型的
科技新股。

小米公司的 IPO 申请书显
示，小米将采取“同股不同权”架

构。根据该架构，小米股本将分
为 A 类股份及 B 类股份，A 类股
份持有人每股可投 10票，而B类
股份持有人则每股可投一票。

小米董事长雷军在 IPO 申
请文件中表示，小米是一家以手
机、智能硬件和物联网为核心的
互联网公司。目前，小米是全球
第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并且创
造出众多智能硬件产品。

雷军承诺，从 2018 年起，小
米每年整体硬件业务的综合净
利率不会超过 5%，如有超出部
分，小米都将回馈给用户。

小米在周四提交给香港交
易所的文件中没有披露募股规
模和估值预期，但知情人士透
露，小米希望至少募资 100 亿美
元，估值可能在 1000 亿美元左
右。小米在香港挂牌后预计将
很快在内地上市，成为首批利用

中国存托凭证上市的公司之一。
根据招股书披露，2015年至

2017 年 ，小 米 分 别 实 现 收 入
668.11 亿 元 、684.34 亿 元 和
1146.25 亿元，经营利润为 13.73
亿元、37.85 亿元和 122.15 亿元。
也就是说，小米2017年营业和经
营 利 润 分 别 增 长 了 67.5% 和
222.7%。不过，上述报告期内，小
米分别亏损了 76.27 亿元、49.16
亿元和439.89亿元。

有分析师表示，虽然 2017年
小米亏损 439 亿元，但是其中有
540 亿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所以
运营利润接近1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小米上市对
港交所的意义非凡。小米不仅
是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以来，第
一家上市的同股不同权高科技
公司，也是自2014年以来全球最
大的 IPO。 综合

小米集团正式申请在香港上市
将采取“同股不同权”架构

2 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
相关人士处获悉，央行收到了世
界第一公司关于申请支付业务许
可的来函。

近年来，我国支付服务市场
快速发展。央行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7年，我国支付机构处理
的业务量从371亿笔增长到3193
亿笔，金额从 18 万亿元增长到
169万亿元。

央行 3 月发布公告，明确外
商投资支付机构准入和监管政
策，欢迎和鼓励外资机构参与中
国支付服务市场的发展与竞争。
据了解，世界第一公司是一家英
资背景公司，自 2004年开始参与
跨境电商海外市场收款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年
4 月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
我国已经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
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
制，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
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

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
同日，记者还从央行相关人

士处了解到，益博睿征信（北京）
有限公司已于2日向中国人民银
行营业管理部递交在中国境内开
展企业征信业务的备案申请。中

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已正式受
理其申请，并将依法办理备案。

据介绍，益博睿征信（北京）
有限公司是英国征信跨国集团公
司益博睿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子公
司。 据新华社

央行收到外资机构支付业务许可申请

记者从深圳证券交易所
获悉，截至 4月 30日，深市已
有 2105 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2017 年度报告，其中有 1611
家推出现金分红方案，占比
76.53%。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推
出一系列政策鼓励上市公司
积极分红。深交所也在《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设
立专门条款，规范和引导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强化
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意识。
从 2011 年起，深市分红公司
数占比维持在70%以上，平均
现金分红率维持在35%以上，
分红总额逐年稳步上升。

不少业界人士表示，多
数上市公司日渐呈现积极的
现金分红意愿，但部分公司
长年不分红现象依然存在。

2017年度，拟分红的前100名
公司合计分红 1360.42 亿元，
占深市总分红金额的比例为
42.52%。与此同时，仍有少数
上市公司长年不分红，部分
由于业绩较差、现金流紧张、
持续经营能力不佳，也有个
别上市公司有能力却长年不
分红。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投资者
获得回报的主要方式之一，也
是培育投资者长期投资理念、
增强资本市场吸引力的重要
途径。深交所将严格履行一
线监管职责，不断推动和规范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通过市场
传导机制，优化资本市场资源
配置，实现上市公司、投资者
及市场各方共赢。

据新华社

深市超1600家上市公司
推出现金分红方案

央行官网昨日上午发布
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合格境内
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
知》），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
开展境外投资的，不得将人民
币资金汇出境外购汇。

《通知》要求，境内托管银
行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和展业

原则，加强对人民币合格投资
者境外投资行为的真实性、合
规性审核，确保相关业务依法
依规开展，并按照要求通过人
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
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相关信
息。对违反业务办理、信息报
送相关规定的人民币合格投
资者及其境内托管银行，中国
人民银行将采取通报、限期整
改等监管措施。 央广网

央行进一步规范RQDII：
不得将人民币资金汇出境外购汇

昨日 A 股走出先抑后扬
行情，主要股指全线反弹。沪
指重返 3100 点整数位上方，
深市三大股指涨幅超过或接
近1%。受小米公司向港交所
递交 IPO申请鼓舞，高科技概
念板块涨幅靠前。

当日上证综指以 3074.52
点小幅低开，早盘下行探至
3056.16 点后开始掉头拉升，
午后转为红盘并重返 3100点
上方。尾盘沪指勉强守住这
一整数位，报3100.86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 19.68 点，涨幅为
0.64%。

深证成指收报 10458.62
点 ，涨 115.77 点 ，涨 幅 为
1.12%。

创业板指数走势相对较
强，涨1.40%后以1826.79点报
收。中小板指数收报 7104.13

点，涨幅也达到了0.94%。
股指走高的同时，沪深两

市近 2400 只交易品种收涨，
明显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近
60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
收涨。机床设备板块领涨，整
体涨幅超过 3%。元器件、航
空公司、券商、白酒等多个板
块涨幅也在2%以上。航天国
防、医疗保健、水泥等板块逆
势收跌，幅度都不足1%。

沪深 B 指小幅收升。上
证 B 指涨 0.35%至 317.13 点，
深证 B 指涨 0.24%至 1069.98
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734
亿元和 2340 亿元，总量超过
4000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明
显放大。 据新华社

A股先抑后扬
沪指重返3100点

3日，顾客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小米之家”选购小米产品。新华社发

世界第一公司
根据公开资料，世界第一公司(World First)2004年诞生

于英国伦敦，成立之初从事货币兑换，随后逐渐发展出支
付业务，主要为全球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提供跨境支付服
务，并为跨境电商卖家解决跨境收款问题。现已支持亚马
逊等全球66个网上销售平台。

World First可提供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澳元、新西
兰元及加元收款服务，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
新加坡、日本及荷兰设有分部。

目前已有超过2万名中国跨境电商卖家在使用World
First的服务，在全球每年的交易流水超过10亿美金。外资机
构中，与World First公司属于同业的还有PayPal等。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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