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彭謙 廣州報道）醞釀
已久的廣東省屬商貿、旅遊兩大板塊資產重組方案日
前已獲廣東省政府批准，新組建的廣東省屬商貿控股
集團及廣東省屬旅遊控股集團預計最快下周正式掛
牌，廣東省國企改革也將由此拉開序幕。專家表示，
重組後的兩大板塊，有利於集中資源創新經營業態和
商業模式提升競爭力。

商貿旅遊資產重組獲批
此外，還有利於增強對高品位戰略投資者和社會資

本的吸引力，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受此消息刺
激，內地滬深兩市廣東國資整合概念股午後大幅上
漲。
廣東省國資委有關負責人介紹，廣東省屬商貿控股

集團將初步由廣弘公司和廣東省商業集團組建，此後
還將整合廣業公司、廣新控股集團和廣東省絲紡集團
所屬食品醫藥類資產等。而廣東省屬旅遊控股集團則
由廣東省旅遊集團、中旅集團、白天鵝酒店集團，以
及廣弘公司所屬拱北中旅、廣晟公司所屬廣晟酒店管
理集團組建。

冀提高企業平台競爭力
知情人士稱，此次重組除了資產整合外，根據三中全會的改革要

求，廣東國資主管部門更強調了企業在發展混合所有制、選人用人、
考核激勵、產權制度、法人治理、商業模式等方面的體制機制創新，
以此提高企業平台競爭力與內生動力的激發。此外，重組後的新公
司將按照重組方案賦予的新體制機制和發展戰略規範運作，以利於
新公司與市場經濟更加融合。三中全會《決定》有關國資國企改革
的精神與要求將率先在重組後的新公司體現和落地。
同時，此次兩大板塊重組將是此輪廣東國資國企改革的開端，

廣東有望接棒上海國資改革將加速。根據廣東國資證券化率目
標，到2015年末突破60%，但目前該數字為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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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基金去年業績跌4.5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基金分析公司理柏昨日發布月度

報告指出，去年12月整體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基金平均
業績下跌4.12%，而去年全年平均業績則下跌4.53%，其表現均遜
色於內地股票型基金。

QDII基金平均上升4.76%
理柏的報告還表示，去年12月所有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

基金平均業績為小幅下跌0.15%，領先於內地股票型基金；去年全
年QDII基金的平均業績上升4.76%，則落後內地股票型基金。
理柏還統計了去年12月中國各分類基金的業績表現，其中美國
房地產股票基金當月業績平均上升4.46%，漲幅最大；天然資源
股票基金當月業績則平均大跌9.36%；中國股票型基金當月業績
平均也下跌3.02%。
縱觀去年全年，科技、傳媒及電信股票基金平均業績上升49.83%，

表現最佳；醫藥和醫療保健股票基金表現次之，其平均業績上升
37.69%；中國股票型基金亦表現不錯，其平均業績亦上升9.7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消息透露，管理逾68億美元資
產的中國私募股權機構弘毅投資正在研究收購英國聯合餅乾公司
的可能性。
據知情人士透露，弘毅投資和聯合餅乾的股東之一黑石集團與

PAI Partners SAS已就收購展開正式磋商，目前不確定弘毅是否會
提出收購要約。據彭博的資料顯示，黑石和PAI於2006年以超過
16億英鎊（26億美元）收購了聯合餅乾。2010年，這兩家機構未
能把聯合餅乾整體出售給上海的光明集團，然後決定分拆零食和
餅乾業務，以方便退出。

利安人壽安徽分公司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通訊員 馬波、胡軍 合肥報道）由

雨潤食品（1068）母公司雨潤控股集團持股的利安人壽，其安徽
分公司日前在合肥市廬陽區正式開業。
利安人壽成立於2011年7月，總部設在江蘇南京，由江蘇鳳凰出
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等6家國有大型企業和雨潤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
4家知名民營企業共同出資，公司註冊資本金10億元人民幣。其中，
雨潤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股佔比20%，是單一最大股東。

央行數據顯示，2013年全年社會
融資規模為17.29萬億元，比上

年多1.53萬億元，其中，全年新增人
民幣貸款 8.89 萬億元，同比多增
6,879億元；委託貸款增加2.55萬億
元，同比多增1.26萬億元。

官員：貨幣調控目標基本達到
數據顯示，人民幣貸款佔社會融資
規模的比例，從2002年的92%降到
2013年的51.4%，去年為年度歷史最
低水平。目前，委託貸款、信託貸款
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佔比
29.9%，直接融資在10%以上。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解釋人
民幣貸款佔社會融資規模比例下降時
稱，目前人民幣貸款依然是實體經濟
的主要融資工具，但金融體系提供的

其他融資方式也已經發揮着越來越大
的作用。社會融資規模的第二大組成
部分是實體經濟通過金融機構表外的
融資，主要有三項：委託貸款、信託
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至去
年這三項合計5.17萬億元，比2012
年多1.55萬億元；佔同期社會融資規
模的29.9%，比上一年高7個百分
點，即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佔了整個
社會融資規模的30%左右。

企業經營活躍度明顯提高
此外，截至2013年12月末，M2
餘額110.65萬億元，同比增13.6%；
盛松成稱，全年廣義貨幣供應量、新
增人民幣貸款及社會融資規模基本達
到了調控目標的要求，符合「總量穩
定、結構優化」的調控取向。M1餘

額33.73萬億元，同比增9.3%。盛松
成稱，狹義貨幣M1增速上升較多，
表明企業經營活躍度明顯提高；流通
中貨幣(M0)餘額5.86萬億元，同比增
長7.1%。全年淨投放現金3899億元
(與上年基本持平)。
在新一年中，央行將靈活運用各種

流動性管理工具，使貨幣條件既不太
鬆也不太緊，進一步改善金融資源配
置，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整合金融

資源支持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發展。

盛松成：不能斷言「貨幣超發」
在談及中國貨幣是否超發的問題

時，盛松成表示，中國的國民儲蓄率
較高，間接融資佔比比較高，決定了
貨幣總量相對較高，但貨幣供應量的
多與少需要進行科學衡量，如果經濟
發展相對穩健，物價相對穩定，就不
能斷言「貨幣超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人民銀行昨日發佈去

年金融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17.29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為年度歷史最高水平；廣義貨幣供應量

（M2）同比增長13.6%，超出年初政府工作報告的擬定目標

0.6個百分點，全年人民幣新增貸款8.89萬億元。央行官員表

示，去年貨幣調控目標基本達到，2014年將繼續實施穩健的

貨幣政策，適時適度預調微調，使貨幣條件既不太鬆也不太

緊，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在人民
幣國際化持續推進下，2013年全年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為4.6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的2.94
萬億元大增57%。2014年的中國人
民銀行工作會議提出，將繼續擴大人

民幣的跨境使用，成為央行今年的工
作重點之一。
數據並顯示，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

貿易中，貨物貿易 2013 年同比增
46.6%至3.02萬億元，服務貿易及其
他經常項目全年按年增約84%至1.61
萬億元，上年為8,752億元.

在以人民幣結算的直接投資中，
2013年對外投資累計為856億元，較
上年的292億元同比增193%；外商
直接投資累計為4,481億元人民幣，
按年大幅增長78.5%。

交易量較三年前升逾兩倍

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早前公佈的一份
調查顯示，在中國政府促進人民幣離岸
交易的推動下，人民幣交易在國際外匯
市場的交易量較三年前已增長逾兩倍，
位列交易最活躍貨幣的第九名。
此外，2013年末，國家外匯儲備

餘額為3.82萬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5,097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人民
幣匯率為1美元兌6.0969元人民幣，
比上年末升值3.09%。

跨境貿易人幣結算按年增5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
國希望加強在黃金交易的話語權，消
息透露，上海黃金交易所即將在上海
自貿區推出黃金交易的「國際板」。

傳今年上半年有望啟動
據彭博報道，上海黃金交易所表

示，該所將在上海自貿區推出以離岸
人民幣計價的現貨黃金合約，並有望
在今年上半年啟動。不過，該交易所
表示，尚未敲定黃金合約的具體規則
細節。
對於外資對上海黃金交易所推出的

人民幣計價現貨黃金交易會否感興

趣，一家日本貿易行駐上海的交易員
表示，由於需要一個平台將海外市場
資金兌換成人民幣，外資會否參與黃
金「國際板」的交易可能會成為一個
問題。
這位交易員續稱，目前似乎只有那
些在離岸市場擁有人民幣交易平台的
交易方可以參與，不知道上海自貿區
是否會有這樣一個平台。目前來看，
似乎只有銀行具備這樣的條件。一家
中型銀行的交易員稱，如果政府希望
擴大人民幣的使用，那麼推出更多這
種以人民幣計價的合約產品肯定會有
幫助。
興業銀行資深分析師蔣舒表示，從

長期看，推出新的離岸人民幣計價黃
金合約肯定是好事。通過增加市場人
士和交易量，將有助於擴大中國金價
在國際市場中的影響力。
上海金交所於2002年10月30日開

業，主要從事黃金、白銀、鉑等貴金

屬交易。該交易所以會員制運作，會
員需要在中國境內註冊。
另外，據透露，中國首次向兩家外

資銀行發放黃金進口許可證，顯示中
國正進一步開放這個全球最大的實貨
黃金市場。路透社消息指，匯豐銀行
和澳新銀行於去年底獲得了在中國進
口黃金的許可證。消息人士也透露，
光大銀行（6818）也獲得批准，成為
第10家可以進口黃金的中國本土銀
行。
允許更多銀行進口黃金可以增加中

國境內黃金供給，拉低本地金價，而
目前中國金價高於多數亞洲國家。黃
金礦業服務公司（GFMS）的亞洲貴
金屬需求經理Cameron Alexander表
示，中國在增加透明度，認為其他銀
行可能也會獲得進口許可證。
去年中國黃金進口數量翻倍，超過
1,000噸，超越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的
黃金進口國。

滬金交所擬自貿區推「國際板」

■上海黃金交易所傳將在上海自貿區推出黃金交易的「國際板」。 資料圖片

■人行表示，去年貨幣調控目標基本達到，今年將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使貨幣條件既不太鬆也不太緊，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
報道）A股市場漲跌互現。上證綜指
繼續在2,000點上方低位盤整，深證
成指卻連續兩日翻紅，創業板指數創
去年10月以來收盤新高。
在深強滬弱的格局下，滬深兩市逾
1,300隻個股上漲，近900隻品種下

跌。不計算ST個股和未股改股，兩
市27隻個股漲停。滬指昨報2,023
點，跌0.17%，成交577億元（人民
幣，下同）；深成指報7,668點，漲
0.04%，成交974億元。
納斯達克指數周二創出2000年以

來新高，提振A股創業板指數延續強

勢，昨連升三日，最高見1,417點，
再度逼近歷史高點，收報1,415.32
點，漲1.03%。

券商：處春季行情前築底階段
萬聯證券表示，近期市場節奏被新股

發行的一波三折所擾亂，從資金面和情

緒面都對大盤形成了壓制，地產、金融
等權重股下行不止。從傳統的市場節奏
和市場估值來看，目前可能是傳統的春
季行情啟動前的築底階段，一季度的行
情也將為周期投資者提供撤退的機會。
時間上，第一批新股發行完畢之後，到
第二批新股補完年報上市之前，將是可
貴的反彈窗口。以往春季躁動中，周期
行業表現最為突出，領漲行業以金融、
地產、家電、化工為主。

納指新高帶動 創板三連升

■左起：廣州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歐彩群、廣州市迎春花市節慶活動組委
會辦公室主任黃南冰、廣州市旅遊局副局長李志新。 張偉民 攝

■據知情人士透露，新組建的兩大集團最快下周將掛
牌。圖為裝修前的白天鵝賓館。

弘毅擬購英聯合餅乾公司

今年銀根不放鬆不收緊
央行：社會融資規模去年創新高 新增貸款近9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西玲、郭若溪）迎新
年，逛花街，今年港人在春節期間還可到廣州
體驗具有獨特嶺南風情的花市民俗盛會。2014
年廣州迎春花市（香港）推介會昨在港舉行，
以民俗表演、非遺展示、燈光藝術、主題花
展、群眾文體活動為主的逾300項城市嘉年華
活動將在元宵節前輪番上演。廣州市旅遊局副
局長李志新表示，港澳及外國旅客可通過旅行
社報名，利用144小時便利簽證措施，春節期
間赴穗遊玩，預計今年港人將有5%的增長。

活動持續至正月十五元宵
廣州市迎春花市節慶活動組委會辦公室主任黃
南冰介紹，今年廣州迎春花市節慶活動於2014年
1月27日開幕，以「廣州過年，花城看花」為口
號，以民俗風情和廣府文化為載體，在保持年前
3天的傳統迎春花市不變的基礎上，於春節期間15

天增加以民俗表演、非遺展示、燈光藝術、主題
花展、群眾文體活動為主的城市嘉年華，持續至
正月十五元宵節。活動地點則覆蓋了全市主要繁
華地段的城市廣場和文化景點，共計逾300多項活
動，包括花城廣場燈光音樂會、「花城春天」廣
場文化藝術季、荔枝灣湧水上花市、越秀燈會、
第20屆廣州園林博覽會、天河花市嘉年華、廣府
廟會及系列主題花展等。
春節期間，廣州市「城市客廳」——花城廣

場將按照本地傳統風俗習慣，擺放一株底座直
徑20米、高13米，由約3,500盆金桔組成的吉
祥樹，寓意吉祥如意。
黃南冰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穗港同處

嶺南，春節前3天逛迎春花市是兩地共有的風
俗。「與香港不同的是，廣州花市節慶活動歷
時18天。不僅是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簡單擴展，
更是節日氛圍的延伸以及文化內涵的整體包裝

和提升。此前，迎春花市已赴武漢、長沙、哈
爾濱推介，希望通過品牌推廣，能讓廣州迎春
花市的特色文化為更多人所熟知。」
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傳統迎春花市共迎客

878.7萬人次，嘉年華等節慶活動參與人數達
1700萬。中國旅遊研究院發佈的2013年春節黃
金周旅遊人氣排行榜顯示，廣州出行人氣城市
榜和到達人氣城市榜均居第三。

市旅遊局推配套旅遊措施
記者獲悉，春節期間，廣州市旅遊局還推出相

應的配套旅遊措施。廣州富力君悅大酒店、香格
里拉大酒店等60餘家國際品牌酒店將推出住宿、
餐飲等多項優惠措施。廣州華南植物園、南沙濕
地公園以及珠江夜遊等眾多景點也推出了優惠活
動。各景點景區除精心策劃春節主題活動以外，
還推出一系列的門票優惠政策。

穗迎春花市吸港人「行花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