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對樓市
加緊調控以及傳A股IPO重啟，滬深股指昨
日均跌超1.8%，創業板指跌近4%，題材股
出現跌停潮。滬指收報2,193點，跌40點或
1.81%，成交1,382億元（人民幣，下同）；

深成指報8,542點，跌157點或1.81%，成交1,403
億元。創業板指報1,335點，跌幅為3.93%，盤中
一度跌近5%。

滬指6年內大跌65%

昨是A股6,124點見頂六周年，6年裡滬指大跌
逾3,900點，跌幅65%，上市公司家數增加了989
家，但市場擴容後總市值反而蒸發了4萬億。有
分析師認為，從技術面來看，滬指2,240點正處
在歷史性下降通道的上軌處，必然會對股指產
生壓力，由於成交量沒有明顯放大，那麼遇阻
回落是必然。

周二有傳聞稱周五將公佈IPO徵求意見稿，而
證監會對此並未及時否認，令新股發行重啟的
預期再度加強。而美債存在技術性違約風險導
致隔夜美股大跌，投資者擔憂影響世界經濟，
故選擇防禦收縮的投資策略。昨天題材股及成
長股悉數下跌，滬自貿區板塊跌8%領跌大盤；
土地流轉跌幅超7%，傳媒、影視動漫板塊跌幅
超6%，交通設施、電子支付、手遊、網絡安
全、養老產業等跌幅超4%。

投資者擔心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會再出台樓市
調控政策，上證地產類指數下跌4.24%。陸家嘴跌停，外
高橋跌9.4%，浦東金橋跌9%，萬業企業跌8.4%。

供水供氣水泥股逆市升

絕大多數板塊均有下跌，只有供水供氣、水泥股微漲。
跌停個股逾30隻，跌幅超5%的個股超過400隻。創業板指
盤中暴挫4%逼近20日均線，滬指跌破2,200點並下破3條均
線，收盤時逼近2,180點支撐。

分析師指出，昨成交量與前兩天相比略低，股指出現暴
跌，雖然沒有嚴重破位，但伴隨 美債到期等大事即將發
生，市場寬幅動盪的可能性更大，對於創業板及漲幅已經
過大的板塊要極力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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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全球最大光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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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交會
電商16日與廣東交易
團、重慶交易團、福建
交易團、湖南交易團、
廣州交易團、青島交易
團、寧波交易團、廈門
交易團、無錫交易團、
武漢交易團、西安交易
團、珠海交易團共12家
交易團簽約戰略合作。

業界人士指，相關簽
約後，廣交會電商與相
關外貿企業將共享廣交
會累積的600多萬實名制
採購商及104家海外推廣
渠道資源。

中國對外貿易中心主
任王志平表示，在商務
部的支持下，廣交會電
商正在進行跨境貿易電
子商務平台的創建工作
和內貿大百貨平台的研
究。

這意味 廣交會電商
平台未來內外貿相互融
合，真正實現B2B在線貿
易全流程。屆時，供應
商可以在平台上辦理銀
行融資、購買保險，訂
船訂艙，出口退稅等一
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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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主要從事天然氣發
電的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0579)公布，擬將向不少
於6名不多於10名承配人，配發3.28億股新H股，每股
配售價2.82元，較前一日收市價每股H股3.03元折讓約
6.9%。配售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最多約為9.05億元。

承配人不多於10名

是次配售佔公司發行股份擴大後之全部已發行H
股股本及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6.67%和5.06%。所得款
項淨額最多約為9.05億元將作為一般運營金，及支持
公司業務發展。公司認為，是次配售股份為公司籌
集資金，擴大股東基礎之良機；並且屬公平合理並
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而於完成後，控股股
東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以及京能集團的持股
比例將由73.37%攤薄至69.66%。

這已為近日第2家可再生能源公司行使授權發行H
股集資，此前中國第三大風力發電商華能新能源
(0958)亦以折讓價格配售新H股籌資近16億港元。有
分析師指，可再生能源公司負債水平較高，要應付
龐大的資本開支比較吃力，以京能清潔能源為例，
該公司上半年放慢投資步伐，並將產能擴張目標由
2013年延至2014年，因此是次成功配股籌資對公司
未來發展有正面作用。

京能潔能折讓6.9%
配股籌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對珠三角
範圍內超過1,000家中小微外貿企業的調研數據顯
示，今年以來近80%的企業訂單額並未出現增長，
其中近三成企業還出現下降，顯示當前外貿形勢仍
不理想。

八成中小企無訂單增長

專業從事中小企業出口數據調研業務的一達通中
小企業外貿研究中心近日發佈一項《中小微外貿企
業生存狀況調查報告》，調查了在深圳、東莞、廣
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的1,302個外向型中小微生產
企業，結果顯示，今年以來近80%企業訂單額未出
現增長，其中接近三成還出現了下降，經營現狀不
理想。企業反映的困難包括多個方面。自去年9月1
日至今年9月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上漲近260個
基點，78.63%受訪者表示，人民幣升值成為當前影
響外貿尤其是出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與此同時，
近38.21%的企業表示2013年以來總成本呈現增加狀
態，平均增加幅度達到4.22個百分點。其中接近六成
企業員工工資水平上漲，平均漲幅7.23%。

珠三角外貿經營不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王珺 上海報道）中國證
監會官方微博昨日發佈聲明，否認關於借道上海自
貿區推出國際板的市場傳言，稱上海證券交易所和
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已分別作出澄清，並再次強
調證監會近期發佈的《資本市場支持促進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若干政策措施》中，沒有包括
允許符合資格的外資公司在上海自貿區內發行股票
的相關措施。

15日，有媒體稱，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總經理
張雲峰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在自貿區設立國
際板試驗平台相關事宜。同日晚間，股交中心緊急
闢謠，稱其總經理張雲峰從未向該記者證實過「已
成立工作小組研究自貿區國際板事宜」和「目前中
心成立了自貿區工作小組，正在研究上海金融辦給
的相關課題」。

中證監否認自貿區推國際板

財訊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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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860億膺中國首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

沈夢珊）福布斯2013年中國富豪

榜出爐，當中400名上榜富豪中有

168名身家超過10億美元，相較於

前一年的113名出現大幅提升，今

年首登榜首的是擁有860億元(人

民幣，下同)淨資產的大連萬達集

團董事長王健林。

福布斯2013中國十大富豪
排名 姓名 淨資產(人民幣)

1) 王健林 860億

2) 宗慶後 683億

3) 李彥宏 677億

4) 李河君 665億

5) 馬化騰 622億

排名 姓名 淨資產(人民幣)

6) 魏建軍 549億

7) 楊惠妍 439億

8) 馬雲 433億

9) 何享健 415億

10) 劉永行 372億

製表：記者蔡明曄

今年的新榜單有87位新面孔，意味有另外87位企
業家落榜。富豪除了來自傳統的房地產、科技

業界外，今年文化娛樂、醫藥等行業亦湧現出不少新
富豪，反映中國經濟正經歷的轉型對不同企業及企業
家的影響。

文化娛樂醫藥等行業壯大

2013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單顯示，中國排名前400位
的富豪，總財富達到34,746億元，飆升35%；前100位
富豪的淨資產總計19,276億元，激增44%。福布斯亞
洲上海分社社長范魯賢表示，「該榜單從根本上反映
了今年中國經濟中的很多增長領域，例如互聯網、汽
車、娛樂與房地產。」

今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榜的第一位，來自萬達
集團的王健林。他的淨資產由上年的488億增加至今
年的860億元，這有賴於中國房地產價格的回升，以
及他在國內外向娛樂領域的大舉進軍。福布斯指出，
王健林的財富主要來自萬達集團，而他及其家族持有
萬達大約64%的股份。

在這一年的時光中，上年的首富、飲料業巨頭宗慶
後就變成了今年富豪排行榜的第2名，這位現年68歲

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其淨資產較上年610億略增至
今年的683億。2013年上半年，其公司實現營收360億
人民幣，同比增長9.4%。

IT創富3巨頭躋身十大

其實今年財富增長最多的富豪中，亦不乏來自科技
界。今年的第3名是中國第一大網絡搜索引擎公司、
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百度公司首席執行官(CEO)李彥
宏。由於公司股價在幾筆新的收購交易後節節攀升，
他的財富同時激增183億人民幣，個人淨資產從上一
年的494億，增長到今年677億元。除此之外，內地另
外兩家互聯網巨頭，騰訊(0700)創始人兼CEO馬化騰
和阿里巴巴的馬雲，則分列在今年富豪榜的第5位和
第8位，其財富分別有622億元和433億元。

城鎮化增消費品服務需求

今年中國富豪榜上，有87位新面孔，同時這意味
有另外87位企業家落榜。福布斯中文版總編周健工指
出，儘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今年繼續放緩，但中國城
鎮化水平的加深對消費品和服務業、製藥和醫療保
健、文化娛樂，以及移動互聯網等行業的快速成長依

然是有利的，而這幾個行業是中國創富運動中的重頭
戲。

上榜新貴中，其中一位是今年排第4名的李河君。
李河君為漢能控股集團董事長，其集團是全球最大的
薄膜太陽能電池板和設備生產商之一，李河君的淨資
產約有665億。

內地多家民營娛樂公司的創始人，因今年資本市場
上文化娛樂公司股價大漲，導致身家大增，例如排名
45位的光線傳媒創始人王長田夫婦（153億元）、排名
56位的華策影視董事長傅梅城家族（122億元）、排名
92位的奧飛動漫董事長蔡東青（86.6億元），排名第
142位的華誼兄弟董事長王中軍（6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在114屆廣交會
上，相關出口企業透露，受到歐美雙反措施影響，太陽
能光伏產業受到巨大衝擊，相當部分企業被迫放棄歐美
市場。而隨 內地太陽能光伏產業相關補貼政策的出
台，內地光伏產業需求開始釋放。業界人士介紹，今年
內地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產業市場。而同時，中國市
場也成為各企業爭奪的最重要陣地，業界開始擔心或現
新一輪產能過剩。

受惠價格補貼政策

英利控股銷售總公司國際銷售副總李博源說，受到歐洲雙
反影響，歐洲市場訂單下滑，由此前佔到市場近九成，降到
今年估計只有四成左右。由於內地今年出台光伏發電項目價
格補貼政策，公司今年內銷市場同比增長超過100%。而內

地今年的需求達到8GW(吉瓦，光伏發電裝機
容量單位)左右，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光伏
市場。

記者也了解到，更多企業也開始拓展主要以
家庭使用的獨立光伏發電系統，甚至走拓日新
能的營銷模式，進入超商連鎖。業界人士表
示，近年日本對光伏產品需求上升，在歐美實
施雙反措施後，日本成為可開發的一個大市
場，今年日本對光伏產品的需要大致有6—
7GW，而日本本土只能供應2GW，但由於日本
對產品重質量，中國廠商進入日本首先要通過
相關認證，這需要一兩年的時間，目前中國僅
有十幾家廠家獲得認證並進入日本市場。

索日新能能源股份相關負責人潘仙增介紹，
在雙反政策下，歐盟對中國產品實施配額不到
7GW，而中國前十大廠商獲得的配額已超過一
半，其他中小廠商得到的非常少。公司由於兩
三年前已佈局日本市場，現在日本訂單大致佔

到訂單的三分之一。目前公司已按日本技術在日本設廠，在
日本生產成本要比內地高25%左右，公司計劃量產後主攻歐
盟市場。據了解，目前部分內地廠家也通過在土耳其、台灣
等第三地設廠的方式規避歐美雙反，儘管相關成本高一些，
但還是超過中國產高關稅後的利潤。

樹大招風恐產能過剩

李博源指，隨著內地推出光伏產業補貼政策，內地光伏產
業需求開始增加。不過，業界人士也開始擔心，目前已有更
多企業逐漸恢復產能，都要分內地市場這杯羹，先前的產能
過剩狀況或再現。此前有消息稱，台灣鴻海郭台銘已有意進
軍光伏產業，鴻海以量稱著，屆時全球訂單爭奪難免。潘仙
增預期，3-5年後競爭將加劇，估計內地一半企業將被淘汰
掉。

中國9號健康國壽海外簽合作

新世界CJ內地開商場

傳江浙蘇各獲兩民營銀行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國9號健

康(0419)昨宣佈，與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訂立5
年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同意建立戰略合
作關係。預計於今季或明年初合作推出結合
保險與健康產業的新產品。雙方展開多領域
業務合作，包括業務及產品合作、客戶資源
共用及投資合作等。協議期滿後，若有業務
合作需要，合作期將自動延續5年。

國壽海外有優先投資權

公告顯示，雙方在投資合作方面，中國9
號健康新增發的股票、發行的債券，中國人
壽（海外）有優先投資權。此外，雙方同意
在條件成熟時，中國人壽（海外）在健康管
理、養老養生產業投資項目層面與中國9號

健康進行合作。另外，雙方亦同意共用行銷
管道，開展合作行銷、聯合促銷和宣傳等活
動。

中國9號健康主席袁海波表示，根據國務
院公佈的數據，預計在2020年，內地健康服
務業將產生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收
入，公司已開始在北京、海口和三亞市打造

「中國9號健康城」旗艦項目，旗下會員會優
先選擇中國人壽（海外）的保險產品和服
務。其中於海南省的兩個項目，己投資6億
元發展有關安老養生業務，吸引高消費客
戶。管理層指，目前未有融資需要，公司在
4月出售資產，尚有2.4億人民幣未回籠，另
有北京四合院項目將於明年首季出售，預計
能為公司帶來可觀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新世界
(0017)昨表示於上周五(11日)，與CJ(希杰)集
團簽署合作備忘，雙方合作在內地開發及
經營大型商業項目，包括新世界旗下百貨
店及K11購物藝術館，日後若開設電影院設

施，亦將優先考慮與CJ旗下子公司合作。
至於CJ旗下的樂之日(Tous Les Jours)、途尚

咖啡(Twosome+)、必品閣(Bibigo)等在內地開
設零售點時，亦將優先選擇新世界旗下的百
貨店及K11購物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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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以860億元身家登頂中

國富豪榜。圖為昨日王健林在北京出席英國經濟文

化推介活動。 中新社

■內地光伏產業需求增，業界憂心現新一輪產能過剩。 本報廣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新快
報》消息指出，第一批民營銀行
10個名額已經下發至各省，其中
廣東、江蘇、浙江分別獲得兩個
名額。目前民營銀行的工商註冊
登記名預核准工作在進行，知情
人士透露，民營銀行名稱的預審
核會在不久後公佈。但由於管理
層擔心民營銀行對欠發達地區的

「虹吸效應」，因此試點期間只能
在省內經營。

有報道昨日指出，首份地方版
《試點民營銀行監督管理辦法討
論稿》已完成報至銀監會，成為
制定全國版細則的重要參考。其
中，在設立門檻方面，民營銀行
需一次性拿出不低於5億至10億

元（人民幣，下同）作為註冊資
本，設立後視發展情況逐步增
資。在股東資質上，《辦法》規
定，民營銀行的股東原則上不超
過20個。最大股東及其關聯方持
股比例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
20%，其他企業法人股東及關聯
方持股比例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
10%，單個自然人持股比例不得
超過股本總額的2%，所有自然
人持股比例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
20%。

《辦法》也指出，民營銀行的
股東要盡量本土化，具本地戶
籍，以便監管層更容易掌控風險
信息。同時民營銀行應該原則上
不在行政區轄外設立分支機構。

亞泥料9個月純利增1.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

亞洲水泥（0743）昨發出盈喜，
預期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之公司
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純利，將與

去年同期相比上升超過150%。
今年首三季度溢利增加主要歸因
於公司產品之銷量較去年同期增
加和煤炭成本下降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