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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21384.38 -182.53 -0.85 

滬深300指數 2240.92 -4.48 -0.20 

上海A股指數 2166.64 -2.59 -0.12 

上海B股指數 221.45 +0.38 +0.17 

上證綜合指數 2069.07 -2.44 -0.12 

深圳A股指數 865.93 -3.45 -0.40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599.92 +0.90 +0.15 

深證成份指數 8356.67 -42.71 -0.51 

東京日經225指數 8757.60 -79.55 -0.90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293.22 +50.59 +0.70 

首爾綜合指數 1904.41 -10.00 -0.52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3009.56 -2.69 -0.09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482.46 -19.72 -0.44 

新西蘭NZ50 3957.92 +2.67 +0.07 

雅加達綜合指數 4333.64 +5.77 +0.13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41.08 +0.01 - 

曼谷證交所指數 1290.83 -2.87 -0.22 

馬尼拉綜合指數 5468.79 +22.08 +0.41 

漲跌（點）漲跌%

歐洲股市(截至21:29)

倫敦富時100指數 5725.10 -50.95 -0.88 

德國DAX指數 7092.35 -112.61 -1.56 

法國CAC40指數 3382.59 -25.09 -0.74 

西班牙IBEX35 7527.7 -96.4 -1.26

富時意大利MIB 14997.23 -196.8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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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中國中鐵(0390)董
事長李長進(見圖)昨日表
示，中國今年鐵路基建投
資原計劃為4,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後追加1,000
多億元，但年底前估計較
難完成計劃的投資規模。
而明年初步計劃鐵路基建
投資規模為6,000億元，其
中高鐵佔比約60%。

明年投6000億 高鐵佔60%
李長進於「十八大」會議期間接受訪問時指，雖然現

時基建在搶進度，但估計要在年底前完成計劃的投資規
模有一定難度。而為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國家
初步確定將明年的鐵路基建投資規模提高到6,000億
元。李長進指，6,000億元目標不算高，現時施工單位
產能還是很大，要完成計劃沒問題。但需於年初照計劃
進行及資金到位，一年內要完成目標是沒有問題的。

李長進又補充指，鐵路基建投資主要資金來源為發債
和貸款，中央財政給的很少，故預計明年發債規模將超
過今年。而最新一期鐵路建設債券募集說明書顯示，今
年內地鐵路固定資產投計劃總規模較9月再提高200億元
至6,300億元，當中基本建設投資提至5,160億元。

近年中國鐵路經歷多番起跌，在金融危機期間受益於
4萬億元刺激計劃，及至2010年高峰期基本建設投資高
達7,075億元。但在2011年，一場甬溫線特大動車事
故，加上鐵道部高負債融資堪憂，而導致去年基建投資
大幅降至4,611億元。

中鐵：今年內地鐵路投資難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據彭博消息，中國汽車
經銷店營運商和諧國際實業集團即將在港進行首次公開
招股（IPO），籌集大約5億美元（約38.75億港元）的資
金。

明上半年IPO  籌逾38億
和諧國際是河南和諧實業集團旗下的子公司，據悉，

該公司已向港交所提交申請，有望於2013年上半年啟動
IPO。中金和高盛將擔任和諧國際IPO的安排行。

和諧國際總部設在河南鄭州，除了營運寶馬汽車經銷
店以外，還開發住宅項目和高球場。此外，旭輝將於下
周一（12日）舉行投資者推介會，下午舉行記者會，介
紹招股詳情。

寶馬經銷商和諧擬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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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控股的經濟學家們

預計，中國新一屆領導人

將啟動有如英國1986年的

「金融大改革」。他們在近

日的研究報告中預計，中

國新領導層將推出一系列

協同改革措施，屆時中國的金融

體系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匯豐料人幣5年內自由兌換
隨 中共「十八大」產生下一

代領導人，匯豐的經濟學家們預

計金融改革將是未來幾年政策日

程上的重頭戲。屈宏斌、孫珺瑋

與馬小平表示，利率將會市場

化，債市規模將擴大一倍，人民

幣將在5年內實現可完全兌換。

上述變化將促進民營領域大發

展，使資本分配更有效率，讓中

產階層在存放資金上有更多選

擇。他們表示，這將提升居民的

回報，進而推動居民消費。

匯豐的報告說：「這應該會有

助於讓成長從投資驅動型向消費

驅動型再平衡，並推高未來幾年

的潛在成長率。」該報告稱，規

模更大、發展更深入的債市，將

讓銀行業有更多動機為中小型企

業與消費者提供資金。人民銀行

未來3年將在債市創建單一的基準

利率，同時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

將加快。

倡增強內銀實力完善債市
匯豐說，為避免畸變，中國必

須按部就班按正確的次序推進改

革。中國必須先增強銀行業實

力、放開利率並發展一個功能完

善的債市，然後再讓人民幣可完

全兌換。

「金融大改革」指的是英國在

1986年推出的重大改革措施，一

舉讓英國的金融服務業從備受保

護的狀態轉變為一個全球性的金

融「發動機」，報告認為現在輪到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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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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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入市以來港匯走勢

7.7495
11月9日
7.7512
（截至昨晚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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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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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熱錢湧港炒人幣無稽
買港股債券為主 料規模遜海嘯

陳德霖又反駁熱錢湧港炒賣人民幣
之說，指外幣來港先兌港元再炒

人民幣的「炒法」不合理；即使經由本
港曲 流入內地，其蚊型資金規模，實
難對逾120萬億元人民幣的內地金融體
系，構成任何威脅。

金管局十入市 港匯稍緩
在港股連跌兩日下，連日強勢港匯亦

得以紓緩，昨日徘徊於7.7507至7.7517之
間，遠離強方兌換水平。但證券業人士
指出，因「十八大」概念未炒完，料已
停泊在港的資金暫不會流走。

自美國於9月公布QE3出台後，事隔
一個月，熱錢終四出搜刮獲利機會，港
匯升穿7.75強方兌換保證水平，金管局
終在上月20日出手向市場注資，至今入
市10次、累計注資金額達322.26億元。

陳德霖昨於其網誌《匯思》撰文指，
金管局預計資金淨流入的情況會持續一
段時間，雖難以預測維持多久，但相信
今趟的資金規模應不及2008至09年。陳
德霖回顧指，2008年雷曼倒閉後，令環
球出現信貸緊縮，引發港企將海外資金
調回香港，並兌成港元應急；此外，
2009年本港新股上市集資頻繁，亦吸引
大量資金湧港。

游資重投港股炒復甦
但數年後形勢已逆轉，陳德霖指目前

港元供求運作正常，新股集資活動遠較
2009年淡靜，資金湧入量當不及當年。
而據金管局分析，今趟引發資金流入的
原因有二，首先是海外資金重投港股，
炒內地及新興市場復甦概念；其次為今
年港企大舉發債，然後把所得之美元資
金兌成港元，故促進港元需求。

金管局表示，海外投資者去年減少投
資港股，但自QE3出台後，美元資金再
度尋找投資機會；加上內地經濟有見底
回升跡象，故資金再度流入亞洲新興市
場追求回報，故港元以至亞洲區內貨幣
亦普遍有升值壓力。另外，因歐債危
機，令港企多棄用港元銀團貸款，改以
外幣債券融資，今年首10個月，港企外
幣債券發行額已達207億美元（約1,600
億港元），為去年全年3倍；及後企業將
發債所得的美元資金兌換成港元，故令
港元變得更搶手。

美元直接買人幣更好炒
面對外界指湧港熱錢，為伺機進入中

國炒賣，但陳德霖反駁指不合理。他指
先來港將美元換成港元，然後再兌換成
人民幣，只會白白增加成本；他更「教
路」，若海外資金看好人民幣，實可直
接從離岸市場以美元買入人民幣，無謂
先搶港元。陳德霖重申，本港離岸人民
幣市場平均每日交易約20億至30億美
元，但大部分是人民幣兌成美元。而今

年以來，人民幣在岸價(CNY)與離岸價
(CNH)差價保持在頗窄範圍，離岸巿場
未有重大供求失衡情況。

數百億港元進出影響微
再者，內地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逾

126萬億元人民幣，陳德霖認為區區數
百億港元資金進出，影響亦是微不足
道，以卵擊石，不可能威脅內地金融穩
定。

陳德霖亦趁機重申當局對聯匯的堅
持，強調聯匯並非推高香港通脹的主
因，又舉例指採用浮動匯率制度的新加
坡 ， 今 年 首 9 個 月 的 平 均 通 脹 率 為
4.8%，比本港的4.2%要高；重申香港屬
細小而開放經濟體，維持固定匯率較為
符合長遠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近大半個月以來熱錢襲港，逼得金管

局其間十度入市，向市場注資逾322億港元。但熱錢行徑飄忽，尤其在

香港新政府上台及樓市「熱烘烘」之際，陰謀論四起。金管局總裁陳

德霖昨撰文，闡釋金管局對資金的評估，指雖預料熱錢流入會持續一

段時間，但會少於2008至2009年金融海嘯時達6,400億元。並指從現

時的情況看，這次熱錢主要是買港股，炒內地及新興市場復甦概念，

以及買港企債券。

陳德霖論熱錢主要觀點
1) 資金流入額應不及2008至2009年

■2008年雷曼倒閉令環球信貸緊縮，本地企業將海外資

金調回香港、兌成港元應急；另2009年本港新股上市

集資活動頻繁，始吸引大量資金進入香港。

■目前港元供求運作正常，新股遠較2009為淡靜，故是

次資金流入額不應如上次般大。

2) 反駁熱錢流入港元伺機衝擊內地的說法

■如海外投資看好人民幣，大可直接從離岸市場以美元

買入人民幣，毋須先將美元換成港元，然後再兌換成

人民幣，白白增加成本。

■內地金融體系規模巨大，銀行體系資產總值達126萬億

元人民幣，數百億港元不可能威脅內地金融穩定。

3) 資金流入兩大因由

■QE3後美元資金再度尋找投資機會；內地經濟見底回

升，資金再度流入包括香港及其他亞洲新興市場

■今年首10月本港公司發行外幣債券總額，相當於去年

全年的3倍。部分資金透過外匯現貨市場將轉換成港

元，令港元上升。

4) 重申香港毋須亦不會改變聯匯制度

■香港屬細小而開放經濟體，固定匯率更符合長遠利

益。

■採用浮動匯率的新加坡，今年首9個月平均通脹率為

4.8%，比香港4.2%高。 製表：馬子豪

■陳德霖駁斥熱錢湧港炒賣人民幣之說，指外幣先兌港元再炒人民幣的做法不合

理。 資料圖片

金管局十度入市接熱錢
日期 沽出金額（港元）

10月20日 46.73億

10月22日 39.14億

27.12億

10月23日 30.62億

10月30日 27.13億

10月31日 27.13億

11月1日 23.25億

23.25億

27.51億

11月2日 50.38億

合計：322.26億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涂若

奔）聯通(0762)及中電信(0728)有望最快
月底賣iPhone5，兩者股價一跌一升。聯
通董事長常小兵昨日出席「十八大」央
企系統分組討論後表示，3G手機在內地
市場的滲透率剛剛超過20%，而發達國
家和地區達到50%，因此有信心「內地
對智能手機的需求，2013年絕對不會比
2012年差。」他又稱，內地運營商一定
會發展4G業務。

常小兵接受傳媒提問時表示，3G牌
照發放至今，公司和其他電訊商同行都
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財力，按照市場需
要推動智能手機的發展。目前內地的智
能手機市場正在「爆發式增長」，今年1
至10月，公司自身採購銷售的智能手機
已達3,300萬台，佔WCDMA手機市場
份額的50%，且增長速度越來越快，

「那意味 今年年底，我們有可能就向1
億（客戶）的大關推進」。

常小兵並指，公司2009年和蘋果公司

合作引入智能手機以來，截至目前，公
司已經和所有國內外主要廠家都有進行
廣泛合作，其中包括台灣的手機製造業
合作夥伴。很多智能手機品牌的零件都
向台灣產商提供訂單，存在巨大商機。
而台灣的品牌產品在內地銷售情況亦不
錯，各方的合作進展順利，希望未來繼
續和台灣方面加強合作，互利共贏。

iPhone5等政府許可證
被問及iPhone5何時能銷售時，常小

兵稱現時正在辦入網檢測，等待政府發
放許可證，希望今年年底前獲批，但又
笑稱：「我說了不算。」之後被記者追
問12月是否有希望銷售時，他稱「希望
如此，但它（指蘋果）要是拿不到證，
我是不能銷售的。」

至於4G業務，常小兵指各大電訊商
都在跟蹤研究，「中國肯定是要幹的，
但幹快幹慢則要隨 技術成熟、性價比
和市場需求（來決定）」，相信監管部門

和運營商會做出正確選擇。至於價格，
他稱「不同的運營商根據自己的戰略和
方向，會做出自己的安排，我相信沒有
什麼大驚小怪的，沒有必要要求所有運
營商都是一個模式」。

王曉初料最快月底推
他又稱，發展4G對3G業務雖然會帶

來一定壓力，但「反過來講也可以說是
一個機會」，因為在現有3G網絡的基礎
上，可以給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中電信董事長王曉初也在同一場合表
示，公司預計於11月底或12月初開始向
市場投放iPhone5手機。他又稱，由3G
向4G的過渡將會非常快，但目前內地
政府尚未就4G網絡的推出方案等細節
作出決定。

中電信傳廣州密試4G網
另外，據新浪科技消息，中電信3個

月前已於廣州秘密測試FDD LTE試驗

網，全球主要設備廠商亦就此前往廣
州，為該試驗網免費搭建測試網絡。據
了解，該試驗網測試規模並不大，故未
有對外公布，仍屬秘密測試階段。是次
4G網絡秘密測試意味 內地4G陣營擴
大，中電信已進入該市場，將與中移動
(0941)的TD LTE展開競爭。

中聯通昨收11.98港元，跌1.318%；
中電信收報4.27港元，升0.2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

內地10月份CPI回落至1.7%，分析
預期一段時間內通脹仍會保持溫和
態勢，但因內地經濟已趨回穩，故
即使通脹放緩，短期內亦未有推出
重大寬鬆政策的空間。

今年內停減息及RRR
瑞信經濟學家陶冬認為，雖預期

經濟可望趨穩，但高速增長暫難復
見，食品及非食品價格反彈空間受
限，故通脹在往後一段較長時間內
仍將保持溫和。但即使通脹緩和，
但另邊視經濟已趨穩定，故陶冬認
為人行今年內，不會再減息或下調
存款準備金率（RRR）。

然而，陶冬指目前最惹關注的當
為內地企業的現金流、盈利等財政
問題，因企業面臨成本上升及產能
過剩的問題，但以目前經濟環境而
言，仍難透過加價以將成本轉嫁予

消費者。
美銀美林經濟學家陸挺表示，目

前通脹已非中央的主要憂慮，其首
要任務則是防止樓價反彈的同時，
避免經濟再進一步放緩；其中一項
正面因素是，原材料價格早前大幅
下調，可令多個行業的邊際利潤得
到改善。他預計需求可望穩定並可
能回升之下，至年底內地通脹將回
升至2%至2.2%水平。

中央「逆回購」留一手
匯豐經濟研究亞太區聯席主管屈

宏斌認為，食品價格連續兩個月升
幅均低於2%，計及整體食品供應
亦充足，料食品價保持平穩下，通
脹亦將溫和。屈宏斌續指，即使通
脹回升亦不會超過3%，因中央營
造日後仍可採取寬鬆政策的空間，
主要集中於通過逆回購保持市場流
動性，刺激經濟復甦。

通脹趨緩 陶冬料人行停鬆綁

■常小兵指，4G網絡「中國肯定是要

幹的」。 資料圖片

常小兵：聯通3G客年底邁1億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