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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能電力換股吸併東南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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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信保援重點行業
去年出口規模增13.2%

恐下試1530美元 ETF率先掟貨

簽46項目引逾210億

美元走強 金價7個月最低

滬臨港新城3年內投資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榮娣 石家莊報道）

中國信保河北分公司去年進一步加大對河北
重點行業的支持力度，共支持汽車、光伏、
醫藥、鋼鐵等該省重點行業出口規模達48.05
億美元，同比增長13.2%。其中，支持汽車
行業出口11.16億美元，同比增長25.1%；支
持光伏行業出口17.22億美元；支持醫藥行業
出口7.2億美元，同比增長34.1%；支持鋼鐵
行業出口12.48億美元，同比增長78%。

融資環首都出口企1.1億美元

此外，中國信保河北分公司積極配合該省
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爭取資源、傾斜政策，
加大對「環京津、環渤海」地區的政策資源

投入。2012年出口信用保險共支持保定出口
23.66億美元、廊坊出口3.88億美元、唐山出
口6.7億美元，環首都地區共有231家企業受
惠於出口信用保險。同時支持環首都地區出
口企業獲得融資1.11億美元，有力地支持了

「環京津、環渤海」地區企業的出口，為河
北省實施「兩環」開放帶動戰略做出了一份
貢獻。

另據了解，中國信保河北分公司突出重
點，大力支持河北骨幹企業出口，截至目前
已承保全省出口百強企業52家，支持出口規
模55.81億美元；承保河北省「十二五」重點
支持的110家出口企業56家，支持出口規模
52.47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建銀國際預期，中央政府或在
本月召開的兩會上將2013年經濟增長率定為7.5%，但該行則對
內地經濟增長更為樂觀，預期今年內地經濟增長有機會達
8%。此外，該行近日發布流動性檢測報告，稱流動性儲備及
基礎貨幣雙重下降表明資金可能已開始流出香港。尤其單日更
出現資金淨流出香港股市，轉而大量流入歐美等發達市場。

資金或開始流出香港

據香港金管局最新數據顯示，香港銀行流動性儲備由2月中
旬的2,348億元下降至2月21日的2,289億元，銀行間流動性收
緊；另一方面，基礎貨幣下降126億元至12,378億元，綜合兩
者表明資金或已開始流出。

報告稱，港元即期匯率穩定在7.7558的水平，與去年9月股
市未上漲前的匯率水平接近，香港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從1.41%
升至1.47%，顯示流動性減少導致無風險收益率繼續升高。另
據EPFR每周新興市場資金流報告顯示，截至2月20日的一
周，流入內地及香港股票市場的資金出現大幅回落，分別為
5.9億及1.3億美元，此前最高曾錄得單周約22億和5億美元淨
流入；香港股市單日甚至出現淨流出。同時資金大量流入發
達市場，如美國和歐洲等。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戚馨月 北京報道）浙
能電力與東南發電（簡稱「東南B股」）日前在京聯
合公布換股吸併方案。東南B股本次換股價格為
0.779美元/股，較前20個交易日均價0.552美元/股溢
價41.12%。浙能電力發行預計價格區間為5.71元/股
至6.63/股。股東大會採取分類表決方式，聚焦投資
者利益保護。

浙能電力持有的東南發電39.8%股份不參與本次換
股，不行使現金選擇權，並將於本次吸收合併後予
以註銷。本次換股吸收合併不安排配套融資，吸收
合併後，東電B股註銷退市。

贛州稀土購龍南鍇升6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融雪、吳文倩 江西報道）

據贛州稀土礦業網站日前披露，贛州稀土集團成功
收購龍南鍇升有色金屬有限公司60%股權。併購完
成後，贛州稀土集團將擁有年稀土分離能力8,000
噸。

據了解，贛州稀土集團在2011年12月註冊成立，
但是至今仍未對外正式掛牌。按照計劃，贛州稀土
礦業公司將納入到集團旗下，專注上游稀土礦山的
整合，而集團層面還將把整合目標向下游延伸。此
前，它已完成對尋烏南方稀土和定南南方稀土的重
組。據2012年7月發布的《國務院支持贛南等原中央
蘇區振興發展若干意見》顯示，將按照國家稀土產
業總體布局，充分考慮資源地利益，在贛州組建大
型稀土企業集團。雖然，目前贛州稀土集團作為江
西省稀土資源整合的平台公司尚未得到國務院的批
覆，但業內人士均表示，贛州稀土集團有望擔當此
任。

據上海市政府新聞發佈會消息，正
式對外公布臨港「雙特」30條配

套政策。臨港地區「雙特」推介會暨戰
略合作投資項目簽約儀式日前舉行，旨
在推介臨港「雙特」政策。

未來5年常住人口逾40萬

據了解，「雙特」政策釋放的利好，
吸引了包括先進製造、新能源、城市功
能等一批項目加快落戶臨港。推介會
上，有46個項目當場簽約，包括C919大
型客機關鍵部件裝配線ARITEX項目、
徐工工程機械(推土機)研製項目、瑞豐
高端LED光源研製項目、蒂森克虜伯曼
隆綠色電梯總成及研製項目等，總投資
超過210億元。這些項目中，瑞豐高端
LED光源研製項目、蒂森克虜伯曼隆綠

色電梯總成及研製等10餘個項目計劃年
內開工。

預計未來3年，臨港地區將完成全社
會固定資產投資約1,000億元，未來5
年，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約1,800億
元，常住人口將超過40萬。

拓民航LED再製造3園區

為此，臨港將結合戰略性新興產業發
展方向，推進產業高端多元發展。在

「6+1」產業體系基礎上，重點推進民用
航空、LED、再製造3個專業園區建
設。培育工業機器人、數控機床、微電
子及光電子等智能製造、節能環保裝備
和海洋新興產業發展，探索實施一批新
能源汽車、物聯網等產業示範應用項
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宇鳳 太原報道）星巴克太原首店日前開張，位

於太原市繁華的市中心柳巷茂業百貨一樓。星巴克並推出富當地特色的城

市系列杯，城市杯形同太原寶塔梵殿，龕閣玲瓏的雙塔寺。並將門店營業

收入8萬元人民幣捐贈給山西省慈善總會。目前，星巴克已有800餘家店面

遍布內地50多個城市。至2014年，中國料成星巴克美國以外的第二大市

場；至2015年，其在中國的咖啡店將超過1,500家。圖為開店舞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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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全國政協委
員、工行副行長張紅力昨日表示，「內憂外患」之
下，中國金融穩定面臨挑戰，建議全國人大 手制
定《金融穩定法》。

銀行風險堪憂 資本市場不穩

張紅力認為，銀行證券保險三大行業在高速發展
的同時存在隱憂。首先，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中
國又正處於轉型期的背景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銀
行體系的風險不小。「一旦遭遇經濟下行期，或面
臨產業結構調整，銀行的資產質量就會受到考驗。」
第二，本就波動性極大的資本市場，隨 其所佔比
重的不斷增加，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也會水漲船高。
至於處於高速成長階段的保險業，面臨的「最大的
風險就是風險暫時不會暴露」。

此外，張紅力認為，民間借貸和銀行體系可能面
臨的交叉感染，新興金融機構對金融穩定構成的挑
戰，都令金融穩定面臨層出不窮的課題和挑戰。至
於「外患」，美國數次量化寬鬆政策的推出、歐債危
機的應對、日本的匯率戰，都影響 中國的儲備安
全和金融穩定。

有必要藉立法保障金融穩定

張紅力表示，目前中國對金融穩定的應對機制，
仍以臨時性、應急性的政策和行政手段為主，缺乏
制度化、法律化、常規化的方式，有必要通過立法
來促進和保障金融穩定。

張紅力表示，將在此次政協會議上提交提案，建
議由全國人大法工委牽頭起草制定《金融穩定法》
以識別危及金融穩定的各類風險；促進金融市場的
自我約束，降低對政府救助的期待和道德風險；有
效應對危及金融體系穩定的各類新風險，並要將金
融穩定的預警、應急機制寫入法律中。

工行張紅力：
倡制定《金融穩定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中信泰富
（0267）主席常振明首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他昨日
出席政協預備會議後，被本港媒體追問其提案內
容。雖然他以「還未準備好」為由，保持神秘未有
談及詳情，但在眾多記者追問下，他最終透露「我
最關注的當然是經濟問題」，然後快步離去。

常振明：
最關心經濟議題

兩會財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受到美元匯價偏強及美股造好的影響，

國際金價3月1日連續第3日回落，紐約4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1,572.3美元，

下跌5.8美元，為去年7月中以來新低，基於短線金價的弱勢難以改變，市

場估計，不排除進一步下試1,530美元；全球最大的黃金上市交易基金

(ETF)上周更已兩度減倉。

意大利和英國於3月1日公布的經濟數
據令人失望，使美元對歐元走強。

當天，美元對一攬子貨幣匯率變化的美元
指數從2月28日的81.959升至82.329，打壓
金價，近日股票上升亦分流了一些黃金投
資者。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聯邦減支措
施將造成經濟「漣漪效應」，減少工作機
會。芝加哥綜合經濟服務公司首席交易員
麥吉向彭博通訊社表示，由於美國政府支
出將下降，市場感受到通縮疑慮，將不利
金價走勢。

法巴削預測至1670美元

儘管黃金仍然是最好的長期投資選擇，
但是受金價2月下跌5.1%的打擊，投資者
已變得麻木。市場機構對於金價的看法普
遍不樂觀，法國巴黎銀行宣布，該行將
2013年黃金價格預估從1,790美元調降至
1,670美元，並將2014年金價預估從1,775美
元調降至1,595美元，而全球最大的黃金上
市交易基金(ETF)上周兩次減倉。

事實上，金價於去年10月初曾挑戰1,800
美元新高，大炒家索羅斯管理的基金則於
去年第四季將黃金SPDR持倉大幅減少55%

至60萬股，或許反映他亦認為金價開始爆
破。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
以美元計價的金價與股市比較，去年明顯
失色，第四季下跌6.7%，為最差的投資產
品，全年升8.3%；環球股市則升3.1%，新
興市場股市亦有5.4%升幅，全年計分別上
升16.4%及17.4%。

美國結束QE預期升溫

此外，環球央行的貨幣政策亦影響金價
走勢，市場正關注美國聯儲局何時結束量
化寬鬆貨幣措施。雖然聯儲局已將
寬鬆政策與通脹及失業率掛 ，但
克里夫蘭聯邦儲備銀行行長Sandra
Pianalto曾表示，當局的資產購買
計劃帶來的好處將大不如前，而金
融機構可能因為持有過多長期債務
而承受太大的信貸或利率風險，若
果美國經濟前景持續改善的話，聯
儲局或會縮資產負債表規模，言論
令市場揣測當局或於今年開始收緊
貨幣政策。美元與金價的逆向關係
明顯，美元預期走強，金價自然走
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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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本周
五就是一年一度的婦女節，各大商場均
把握商機，推廣吸客。新地觀塘apm商
場於3月份推出一連串的消費優惠及扮
靚服務，並於婦女節當日招待兩團共90
名來自深圳及廣州的內地企業女性參加

「apm3．8企業儷人購物團」，預計人均
消費5,000元，為商場額外帶來45萬元
營業額，較去年升15%。

apm內地團料增收45萬

新地代理租務總經理馮秀炎表示，
apm首次與彩妝品牌IPSA合作，送出限
量護膚禮品套裝及春夏潮流扮靚教
室，適逢三八婦女節內地在職婦女可
享假期，apm將於3月8日婦女節當日招
待兩團共90名來自深圳及廣州的內地企
業女性參加「apm3．8企業儷人購物

團」，預計旅客人均消費5,000元，可為
商場額外帶來45萬元營業額，較去年升
15%，apm預計婦女節連周末(3月8日至
10日共3天)商場人流達100萬，按年升
約10%，生意額約2,700萬元，按年升
約15%至20%。

此外，新地旗下的大埔超級城、元朗
廣場、新翠商場及新都廣場亦於3月8日
至14日期間推出《3．8潮物Bling Bling

賞》，顧客於商場消費滿3,800元或以
上，即有機會換領2013年春日至潮手挽
袋。

屯市推護膚化妝品優惠

信和旗下屯門市廣場亦聯同多個國際
美容品牌推出「賞買．賞樂」三重春日
禮遇，顧客於屯門市廣場消費滿指定金
額，可免費獲得約300元的護膚或化妝
禮品，場內多個品牌亦推出限定優惠套
裝及購物禮遇，提供低至6折的美容及
化妝產品優惠。

商場三八大賺女人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錢修遠 上海報道）上海臨港新城未來3年將投

入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吸引40萬人居住於此，臨港正在加速

「熱」起來。臨港新城46個項目日前簽約，總投資逾210億元，主要為

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製造業項目，以及城市功能和創新創業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