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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匯豐（中國）
常務總監林洵22日在廣州表示，假如粵港澳能夠通過
像粵港澳自貿區的方式聯手打拚，這對香港是一個很大
的機遇。他認為，三地應該推動粵港澳進一步融合爭取
更大的市場空間。廣東銀監局副局長何曉軍表示，香港
銀行目前已實現在廣東19地市全覆蓋，在廣東各地開
設的網點已成香港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

與廣東雙轉移步伐一致
林洵介紹，匯豐開設網點的步伐與廣東雙轉移的戰略

一致，隨雙轉移的推進，網點也開設到各個非珠三角
地區城市。目前匯豐在廣東的網點已達62個，佔內地

網點總數三分之一，且對盈利狀況「非常滿意」。
何曉軍則介紹，在廣東銀監局轄內香港銀行2013年

異地支行實現利潤1.82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64.21%，2010至2013年四年間累計實現利潤3.41億
元。從單家機構看，佛山3家異地支行在開業後第二個
月就實現了盈利並持續至今，匯豐佛山支行成為其內地
網點中實現盈利最快的支行。
何曉軍稱，2010年CEPA6全面實施，香港銀行當年

便實現了對珠三角9地市100%的覆蓋，異地支行成功
實現對廣東19個地級城市的全覆蓋。到2013年末，匯
豐、東亞、恒生、永亨、南商和大新6家港銀的13家分
行已在粵19個地級市（不含深圳）設立61家異地支

行，廣東成為外資銀行機構分佈最多的省份。

CEPA助拓內地廣闊市場
他又稱，中央有關部門對CEPA優惠開放政策進行評

估後指，最受歡迎的CEPA優惠開放措施就是異地支行
政策。香港金融市場相對已經飽和，而內地市場給香港
銀行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異地支行這種政策恰恰為港資
銀行提供了這種方式。此外，港銀引入母行的特色金融
服務和產品，為當地企業帶來便利，如提供特色小微企
業融資服務、利用境外母行的投行平台幫助本地企業
「走出去」以及提供多樣化的理財、留學等產品，為當
地帶來便利。

港銀異地支行 遍布廣東19地市

金融地產發飆 A股升2%
央行釋放流動性 城鎮化規劃提振 微創醫療加快海外併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國高端醫
療產品提供商微創醫療（0853）開始加速全球化步伐，
本月已經達成多宗國際收購，其中對美國Wright Medi-
cal Group關節重建業務及相關資產的收購，令微創骨科
躋身全球第六大髖關節和膝關節重建業務公司。微創醫
療首席財務官孫洪斌21日在上海表示，隨老齡化進程
的提速，至2018年中國人工髖關節、膝關節市場規模將
達到100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上述國際收購，
將令微創醫療的市場份額大幅提升。

老齡化市場規模料達百億
據透露，微創醫療已於本月正式完成對Wright公司的

收購，總交易金額約為18億元。Wright的髖關節和膝關
節人工重建產品主要用於更換或修復已經惡化或損壞的
膝、髖關節和骨骼。此外，微創醫療還與意大利索林集
團達成協議，在華組建新合資公司微創索林心律管理公
司，共同研發、生產和營銷心律管理器械，旨在迅速滲
透快速增長的中國心律管理市場。微創醫療並於前晚收
購了強生旗下Cordis公司藥物洗脫支架若干知識產權。
微創此前主要專注於治療血管疾病及病變的微創介入

產品，孫洪斌表示，收購完成後微創的產品佈局將更加
合理。他透露，公司對骨科業務十分重視，預計骨科未
來規模將大於心臟支架市場。據稱，收購完成後，微創
國際業務與內地業務的百分比將達到60%與40%。

工行去年跨境業務超2.1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工商銀行(1398)2013年跨境人民幣

業務量超2.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增長近四
成。據工行發布的新聞稿表示，自2009年上述業務啟動
以來，該行辦理的跨境人民幣業務量累計已近5萬億
元；截至去年底，該行境內外機構共開立跨境人民幣清
算賬戶485個，跨境人民幣清算網絡已覆蓋全球72個國
家和地區，並在當地監管允許的所有境外分支機構均已
開辦跨境人民幣業務。
此外，該行還依托延伸至40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化經
營網絡，不斷拓展人民幣境外使用的深度和廣度，其新
加坡人民幣清算行運行平穩高效。截至去年末，已為67
家商業銀行開立了清算賬戶，辦理清算業務超過3.8萬
筆，金額達2.6萬億元，新加坡部分周邊國家的中央銀行
也在工行新加坡人民幣業務清算行開立了人民幣賬戶。

綠地洲際進軍洛城酒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綠地香港

（0337）母公司綠地集團昨日在上海宣佈，綠地與洲際
酒店集團已經簽署協議，將合作打造美國洛杉磯市中心
高端商務酒店綠地英迪格酒店。同時，綠地旗下奢華酒
店品牌「鉑瑞」（Primus）亦將登陸悉尼市中心，成為
首個落戶悉尼發展的中國酒店集團。據稱，綠地將力爭
成為佈局全球的國際知名酒店管理集團。
悉尼綠地鉑瑞酒店位於悉尼市中心Pitt大街，與悉尼
市政廳和海德公園為鄰，並緊鄰由綠地集團改建的城市
摩天地標悉尼綠地中心。綠地集團計劃將該歷史保護建
築改造成為擁有170間客房的精品商務酒店，採用綠地
自主酒店品牌「鉑瑞」。

海通冀海外佔比升至20%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通訊引述海通證券(6387)旗下海

通國際(0665)行政總裁林涌在新加坡表示，公司已經啟動
在新加坡的股票、期貨經紀業務，並有在倫敦和紐約擴
展業務的計劃，希望海外業務收入所佔比例升至20%。
林涌同時表示，海外業務擴張有助於海通證券為中外

投資者之間的跨境交易提供便利，鑒於新加坡私人財富
管理行業的持續成長，海通國際還計劃在那裡推出資產
管理服務。海通證券2009年收購了香港的大福證券，目
前收入的10%來自海外客戶。
他又透露，隨中國大陸IPO開閘，海通證券目前手

中大約有20個在案IPO項目。

越秀10億人幣購杭州商住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越秀地產（0123）附
屬公司廣州祥錦與投資基金廣州越秀仁達，以總地價10
億元人民幣（下同），聯合投得杭州市余杭區古墩路商
住地塊，各自於項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別為10%和
90%。地塊佔地面積約5.73萬平方米，總可建築面積約
18.23萬平方米。按總可建築面積計算，平均土地成本每
平方米約為5,489元。

創業板指數收盤上漲1.8%至1,431點，刷新了去年10月9日創下的1,415點的歷
史高點。繼2013年大漲83%之後，創業板指數今年迄今上漲9.8%。

創業板創歷史新高
昨滬指高開後快速拉升，地產板塊大幅上漲帶動指數上攻。滬指一舉收復5日線

及10日線，在尾盤站上20日均線，成交量明顯放大。創業板指延續強勢，盤中創
出了1,432點的歷史新高。但創新高的同時，部分漲幅巨大的小盤股出現回套。聯
建光電從漲7%到跌7%，北京君正、東港股份也因籌碼鬆動而大跌；另外，周三上
市的8隻新股除我武生物續漲停外，另外7隻昨出現大跌。
盤面來看，全部板塊均上漲，地產、釀酒、有色等前期超跌板塊存在估值修復需

求，漲幅居前。平安銀行創今年最大漲幅，領漲銀行類股；貴州茅台創15個月最大
漲幅，投資者猜測春節期間茅台需求將會增加；江西銅業領漲金屬生產商板塊。
發改委消息稱，城鎮化規劃已上報國務院。地產股集體反彈飆升，板塊漲超4%
領漲兩市，格力地產、金科股份、華聯股份、中體產業、冠城大通、珠江實業、中
南建設7股漲停。

資金追捧題材股
分析師稱，年前的IPO申購昨結束，市場將得到喘息機會。而央行周三進行14天

及21天期逆回購、28天期正回購和三個月央票詢量，令市場情緒得到提振，配合此

前超跌，大盤放量反彈，盤中個股普漲，但因此前探底並不充分，料後市反彈高度
有限。申銀萬國分析師表示，主板不具備持續反攻的能力，但情緒的好轉會使得主
題投資趨於活躍，創業板先下後上的走勢說明成長股僅是吸引資金關注的主要方
向，電子、醫藥生物、新能源等主題仍有望延續熱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央行放水，流動性緊絀得到

緩解，滬深兩市昨延續反彈走勢，地產股集體飆升帶動滬指站上20

日線，創業板指盤中更創出歷史新高，兩市成交均有明顯增加。滬指

收盤報2,051點，漲43點或2.16%，成交841億（人民幣，下同），

較上日大增6成；深證成指報7,820點，漲227點或2.99%，成交

1,319億元。

恐錢荒 粵銀行尋避風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內地股市低
迷，一度受到錢荒困擾的地方銀行及全國性股份制銀
行把目光轉向港股。記者了解到，部分廣東地方銀行

及全國性股份銀行有意到港上市。廣東
證監局相關人士22日向記者透露，廣
發銀行去年已啟動在香港首發上市進
程。此外，東莞銀行、廣州農商行等金
融機構也有赴港上市的意向。不過，廣
發銀行公關部昨日接受記者採訪時，對
此三緘其口不予評論。

廣發行IPO進程遲遲無推
廣發銀行是內地最早組建的股份制商

業銀行之一，2006年進行重組，目前
花旗集團、中國人壽、國網英大國際控
股集團及中信信託為四大主要股東，各
持20%股份。在內地傳統意義上的10
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廣發行是

最後一家啟動上市的銀行，它的IPO進程也一直備受
關注。2011年，廣發行披露了350億元的A+H的上市

計劃，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擱置。
去年4月，廣發銀行行長利明獻透露，股東會批准授

權廣發銀行董事會進行IPO，正按銀監會的規定推進，
但他並未透露具體的上市時間及地點。此後又有消息
指，廣發行將仍以A+H股集資350億的方案推進，但
會爭取先在香港、後在上海上市，並已選定10家投行
負責包銷安排。

去年已鋪路香港首發上市
去年12月有傳該行或暫時擱置A股上市，全力挺進

H股，爭取今年6月至8月完成IPO。廣發行當時回
應，股東大會已批准關於發行A股/或H股的議案，並
授權董事會決定具體的發行方式和時間。
去年年中內地銀行受困「錢荒」，當時內地股市
IPO暫停，不少內地銀行開始轉向香港股市。重慶銀行
（1963）、徽商銀行（3698），光大銀行（6818）均
實現上市。

渝雲陽擬建最大工業鹽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

道）重慶「兩會」期間，雲陽縣長覃昌
德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雲陽今後
在工業發展上，將拒絕上馬大化工項
目，轉而發展符合生態要求的項目，
2020年雲陽將建成240萬噸的內地最大
的工業鹽基地，便是雲陽生態發展的
「重頭戲」。

劃入生態涵養發展區
覃昌德表示，雲陽被劃入渝東北生態
涵養發展區後，即提出把生態資源作為
第一資源加以打造，其目的便是把雲陽
打造成庫區生態環境最好的縣之一。覃
昌德稱，保護環境不代表停止發展，雲
陽將從生態工業、生態農業、生態旅遊

和現代服務業四個產業入手，打造雲陽
新經濟。其中，鹽作為雲陽特色產業，
被寄於厚望。
據覃昌德介紹，目前雲陽年產60萬噸
真空製鹽項目創下兩項世界第一：3400
米的鹽層頂板世界上最厚，這意味礦
井不影響地質，不會滑坡、塌陷；鹽質
純度（氯化鈉含量）達到 99.8%，超
99.1%的優質國標，離靜脈注射的標準
（99.9%）僅「一步之遙」。
另外，覃昌德透露，今年雲陽將上馬

10萬噸多品種鹽項目，該項目即把原鹽
加工成泡菜鹽、洗腳鹽、沐浴鹽等，以
滿足不同市場需求。經測算，該項目產
生的附加值等同於60萬噸真空鹽，同時
還將帶動庫區群眾就業。

萊坊：內地消費放緩打擊次檔百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據萊

坊一份內地零售市場報告顯示，去年
內地11個一二線城市共有68個購物中
心開業，較2012年52個多，未來二線
城市興建大型購物中心更未見減退跡
象，已見供應過剩跡象。萊坊董事及
大中華區研究及諮詢部主管林浩文
指，內地整體零售增長放緩，去年網
購零售額按年升37%，打擊內地二三
線城市的中低檔百貨及商場，且二線
城市拿地容易，多建面積逾10萬平方
米商場，去年空置率近11%，較一線
城市的8.1%為高。

網購未撼動中高檔市場
林浩文指，內地購物中心供應過

剩，特別是瀋陽等城市，加上網購熱
潮，現時內地網購人數達2.2億人，去
年佔中國整體零售總額達7.4%，仍保
持增加趨勢，均影響內地次檔商場百
貨，但他預期，網購平均消費仍維持
在100至200元水平，未對中高檔購物
中心構成影響。
近年，本港及外資發展商紛紛強攻

內地零售市場，林浩文認為，主要因
亞洲，特別中國相對歐美及本港等地
區，仍屬增長火車頭，而且內地樓市
調控影響，商場續成發展內地策略。
而港商把新消費模式引入內地，加上
旗下商場品牌產生協同效應，形成有

力支持。

商場轉型更重娛樂餐飲
面對內地零售增長放緩，不少國際

零售商擴張步伐亦受影響，65%奢侈
品零售商未達當初開店目標，相反中
檔快速時尚品牌卻超額完成，林浩文
認為，主要因內地新政府實行反貪腐
政策，內地豪客奢侈品消費力又轉向
本港及倫敦等地區影響，令奢侈品銷
售增長減慢。惟部分國際快速時尚品
牌新品上架快，續受歡迎。
林氏又指，內地新建商場亦陸續轉

型，更重娛樂及餐飲元素，以應對
電子商務挑戰。現時不少商場餐飲份
額已增至30至35%。但他指，由於娛
樂及餐飲租金較低，或影響購物中心
收益。他預期今年一線城市的租金升
幅仍有10%增長空間，二線城市則僅3
至5%。

■廣發銀行去年已啟動在港上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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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高點。繼2013年大漲83%之後，創業板指數今年迄今上漲9.8%。 中新社

■孫洪斌
表示，將
令微創醫
療的市場
份額大幅
提升。
章蘿蘭攝

■匯豐(中國)常務總監林洵。 本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