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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佈，2014年1
月中國汽車工業開局良好，銷量創歷史新紀錄。但
汽車整車企業出口數據顯示，1月中國汽車企業出口
為6.85萬輛，比上月下降17%，比上年同期下降
7%。同期，中國前十汽車企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速。
據中新社消息，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周四稱，期
間，分車型來看，乘用車1月出口4.56萬輛，比上月
下降2%，比上年同期下降3.8%；商用車1月出口
2.29萬輛，比上月出口下降36.3%，比上年同期下降
12.6%。
來自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最新統計還顯示，2014
年1月中國汽車銷量排名前十位的企業集團銷量合計
為196.58萬輛，比上年增長9.8%，高於全行業增速

3.8個百分點；佔汽車銷售總量的91.2%，比上年同
期提高3.2個百分點。

全國汽車銷量再創新高
另外，今年1月，中國全國汽車產銷保持增長勢

頭，產銷分別完成205.17萬輛和215.64萬輛，比上
年同期分別增長4.4%和6%；與上年12月份相比，
生產下降4%，銷售增長1%。1月銷量再次刷新歷史
最高紀錄。
1月乘用車產銷比上年同期呈現一定的增長，是拉
動本月汽車增長的主要力量。1月，乘用車產銷分別
完成171.06萬輛和184.69萬輛，比上年同期分別增
長5.5%和7%，其中銷量首次超過180萬輛，創歷史

新高；與上月相比，生產下降4%，銷售增長3.9%。

中國品牌乘用車銷售降
值得注意的是，1月中國品牌乘用車銷售70.94萬
輛，比上月下降6.6%，比上年同期下降5.1%；佔乘
用車銷售總量的38.4%，比上月下降4.4個百分點，
比上年同期下降4.9個百分點。
此外，今年1月外國品牌乘用車銷量與上月相比，
除日系下降外，其他各系均有增長，與上年同期比
較，各系增速均超過乘用車整體增速。德系、日
系、美系、韓系和法系乘用車分別佔乘用車銷售總
量的21.5%、13.6%、13.1%、9.5%和3.6%，比上年
同期比重均有所提高。
另外根據中國海關數據的整理，2013年全國汽車

進口119.54萬輛，比上年同期增長5.6%；與此同
時，中國汽車出口94.81萬輛，比上年同期下降
6.6%。

李克平任中投副董事長總經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方楚茵）中投公司
昨宣佈，國務院於本月
14日決定任命李克平任
中投公司副董事長兼總
經理。高西慶不再擔任
中投公司副董事長兼總
經理職務。
中投網站顯示，李克

平1956年出生，經濟學學士。歷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
會宏觀調控體制司副司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宏
觀體制司副司長，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投資部主任、
秘書長、副理事長，中投公司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兼首席
投資官。現任該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
中投公司對高西慶過去6年多來在公司創建、公司治
理、戰略發展、投資和運營管理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
給予高度評價並表示衷心感謝。而去年7月，國務院任命
丁學東為中投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此前該職位一直空缺
達四個多月之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
市傳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
學家馬駿將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
局首席經濟學家。傳聞若果真確的
話，這與內部提拔幹部不同，馬駿
將成為央行近年來為數不多的外聘
人才之一。央行研究局目前由央行
副行長潘功勝主管，紀志宏任局
長。

將可帶來多元化國際視角
內地第一財經日報昨報道指，央行研究局職責是圍繞貨

幣政策決策，對經濟增長及運行進行分析與預測，研究金
融法律、法規、制度，跟蹤了解其執行情況，跟蹤研究我
國產業政策和工業、農業、財稅、外貿等部門經濟動態以
及貨幣信貸、利率、匯率、金融市場等重大政策執行情
況，並提出建議。近一兩年，研究局通過定期、不定期地
舉辦多場學術活動，被認為變得更開放，學術課題也更貼
近當下。馬駿的加入，將為研究局帶來多元化的國際視
角。
馬駿曾就職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經濟學

家和高級經濟學家，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提供經濟
政策研究和諮詢。於1988年至1990年間，馬駿為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馬駿傳任人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

內地首月汽車出口環比跌17%

兩部委發文規範銀行收費

光證烏龍盤主角告中證監
中證監發言人：對事件立場未變

據路透社消息，楊劍波已在上周六
向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遞交起訴

材料，但目前尚未接獲法院受理通
知。按相關法律，法院應在7個工作日
內決定是否受理楊劍波的訴訟。

楊劍波要求取消其行政處罰
在起訴狀中，楊劍波要求中證監取
消對其的行政處罰，即60萬元（人民
幣，下同）罰款及終身證券市場禁入
等處罰，並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他
的理由是「我們認為錯單交易信息不
屬內幕信息，（中國）證監會的認定
缺乏法律依據……它對我的處罰屬於
違法行為」。

指錯單交易信息非內幕信息
報道又引述楊劍波指出，就全球範
圍而言，錯單交易信息都不屬內幕信

息，他所在的部門管理制度本身就要
求系統故障導致異常交易時應進行對
沖交易，不留敞口，他當日下午所做
的對沖遵循了公司的規定，而且下午
開盤前，外界已有大量人士知道光大
自營出現烏龍交易。報道又透露，律
師李江將代理該項訴訟。李江曾於
2000年代理海南凱立狀告證監會一案
並獲勝訴。
中證監則仍堅持原有的立場。其新

聞發言人張曉軍昨在中證監的例行記
者會上回應表示，「光大證券的事沒
什麼可說的，口徑依然是去年8月份
的，並沒有變化」。

對沖交易在熱線狀態下完成
內地《證券市場周刊》也引述楊劍

波聲稱「我是被冤枉的！」，他指，
在事發當天中午，上交所、上海證監

局均派員到光大證券調查，楊劍波向
現場的監管者匯報了當日發生的情
況，以及當天下午開市將進行對沖交
易，後者當時未加阻止。通訊記錄也
顯示，在被中證監認定的內幕交易時
段，中金所一直與指揮對沖交易的楊
劍波保持密切的電話聯繫，對沖交
易在熱線狀態之下完成。
報道還引述楊劍波感嘆稱，「後來

沒有一家銀行借錢給光大證券，聽到
消息時我才深切地體會到雷曼兄弟死
亡時的恐懼，金融機構沒有流動性，
精英也只有死亡一條路」。
光大證券在去年8月16日上午錯誤

生成巨量市價委托訂單，直接發送至
上交所，累計申報買入234億元，實際
成交72.7億元，集中買單促使大盤出
現異動，滬綜指瞬間暴漲約5%。隨
後，光大證券將18.5億元股票轉化為
ETF賣出，並賣空7,130手股指期貨合
約。
因該事件，內地監管層開出內地證

券史上最大一筆罰單，光大證券因內
幕交易、信息誤導等多項違法違規行
為被處以5.23億元罰款，對四位相關
決策責任人徐浩明、楊赤忠、沈詩光
和楊劍波分別給予警告，罰款60萬元
並採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去年8月16日光大證券爆發

「烏龍盤」事件，遭到中證監嚴厲處罰，各界原本以為事件已塵

埃落定，不料事發半年後再起波瀾。據路透社及內地《證券市場

周刊》報道，事件主要當事人之一、時任光大證券策略投資部總

經理的楊劍波，近日突「喊冤」，並已向內地法院起訴中國證監

會，指中證監認定的光大證券及其四位高管內幕交易等違規缺乏

法律依據。不過，中證監新聞發言人在昨日例會上回應說，對光

大證券事件的立場未變。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聯昨日發佈的最新數據
顯示，今年1月份的「新華銀聯中國銀行卡消費
信心指數」（BCCI）為85.88，環比上升0.45。
分析認為，春節因素帶動居民消費意願增加，
BCCI運行值三個月來首次回升。

春節效應 消費意願提前釋放
中國銀聯有關人士稱，1月份的春節「假日經
濟」效應是上述指數回升的主要原因。就持卡人
非日常消費支出看，春節聚餐和年夜飯需求增
加，居民外出就餐意願增強，BCCI樣本持卡人
餐飲和煙酒類交易規模較上月分別增長7.96%和
30.51%，佔比分別較上月上升0.26個和0.1個百
分點；家電市場延續良好表現，交易規模佔比較
上月上升0.6個百分點；置備年貨居民百貨類消費
需求上升，一般百貨類交易規模較上月增長
4.40%，佔比較上月上升0.14個百分點。此外，
統計數據還顯示，持卡人日常消費支出佔比回
落，1月份超市類交易規模佔比較上月下降0.45
個百分點。
宏觀環境來看，中國國內經濟開局走勢平緩。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
示，1 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0.5%，較上月下降0.5個百分點，春節是PMI回
落的重要影響因素。
分析人士稱，當前外圍經濟普遍承壓、中國國

內經濟回升動能有所放緩、春節促使居民消費意
願提前釋放，短期內持卡人消費信心將受到一定
影響。

■光大證券「烏龍盤」事件，遭到中證監嚴厲處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監會、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下稱發改委）聯合發佈《商業
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下稱《辦法》），
旨在規範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活動，保護
商業銀行服務對象的合法權益。《辦法》自
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近年來，國內銀行業亂收費、高收費等
行為屢屢為消費者詬病。值得注意的是，
2013年9月，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
斷局局長許昆林曾表示，據發改委調查，
銀行業存在的亂收費現象導致一些企業貸
款成本上浮了15%至20%。

企業融資成本將下降
據中新社消息，銀監會業務創新監管協

作部主任王岩岫昨在發佈會上表示，中銀

監一直對國內銀行業亂收費的行為進行管
理和處罰，《辦法》的出台將促使商業銀
行的行為更加規範；此外，通過增加銀行
信息披露的工作，商業銀行內部監督、銀
監會的監督和公眾監督的力度將增大；商
業銀行客戶得到的金融服務的價格，包括
企業的融資成本將會下降。
據悉，按照《價格法》的相關規定，
《辦法》將銀行服務價格分為政府指導
價、政府定價和市場調節價，實施分類管
理。其中，對於銀行客戶普遍使用、與國
民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關係重大的銀行基
礎服務，納入政府指導價或政府定價管理
範疇，主管部門根據商業銀行服務成本、
服務價格對個人或企事業單位的影響程
度、市場競爭狀況等制定和調整。

措施8月1日起生效
同時，《辦法》界定了實行市場調節價的

銀行服務範圍，強調依法制定和調整市場調
節價的主體是商業銀行總行、外國銀行總行；
要求商業銀行制定和提高實行市場調節服務
價格，應當至少在執行前3個月按規定進行
公示。《辦法》將在8月1日起實施。
值得注意的還有，當天銀監會和發改委

聯合下發了《關於印發商業銀行服務政府
指導價政府定價目錄的通知》公佈了商業
銀行服務實行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的目
錄，降低和調整了部分收費標準，規定了
部分免費服務項目，如部分免除了銀行個
人客戶的賬戶管理費（含小額賬戶管理
費）和年費。

■中國銀監會與發改委聯合
發佈《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
理辦法》。

■■李克平李克平

■■馬駿馬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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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數碼頻道 亞視國際台 有線體育台有線電影1台亞視本港台無綫明珠台無綫翡翠台
6:00 都市方程式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快樂長門人
9:10 文化新領域
9:45 我們這一家
10:15 爆旋陀螺 鋼鐵戰魂

ZERO G
10:45 激優一族
11:15 幪面超人OOO
11:50 宣傳易
12:00 五覺大戰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秘密花園
2:45 體育世界
3:55 勁歌推介
4:00 Battle Spirits少年激霸
4:30 智激校園
5:00 奇幻魔法Melody IV
5:30 寵物小精靈：超級願望III
5:55 東西宮略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頭條新聞
7:35 華人移民史 - 渡東瀛 及

愛情來的時候 戀愛預告
8:30 單戀雙城 (結局篇)
9:30 高清好戲派：2012我愛

HK喜上加囍
11:45 晚間新聞
12:00 天氣報告 及 瞬間看地球
12:05 廣告雜誌
12:20 勁歌金曲
1:25 宣傳易
1:30 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

光寶盒
3:20 德國盃精采戰報
3:35 粵語長片：娘惹之戀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脈搏
8:55 童話小王國
9:25 鬼馬雙蕉
9:50 TVB8金曲榜
10:40 狼人新傳
11:10 港生活．港享受
11:35 明珠檔案
12:00 寰宇體壇
1:00 寵物小寶貝
1:50 音樂熱點
2:00 天劫
2:55 求愛俏王子
4:00 見習小武士
4:30 新綠燈俠
5:00 挑戰安地斯
5:35 發明Teen地 (V)
6:00 普通話新聞 及

普通話天氣報告
6:15 音樂熱點
6:30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
7:20 警訊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笑笑小電影 (XXIV)
8:25 環球趣事
8:30 特備節目
9:30 周末大電影: 非常外父3
11:35 晚間新聞
11:50 瞬間看地球 及 浪琴表香

港馬術大師賽2014 - 良駒
薈萃

11:55 午後影院 : 色慾都市
2:40 特備節目
3:30 笑笑小電影 (XXIV)
3:55 寰宇體壇
4:50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激Fun新西蘭
6:30 Big Boys Club
7:00 無間音樂
8:00 大食懶加菲貓
8:30 K-ON!!輕音少女
9:00 男子高中生的日常
10:00 幸福選擇題
11:00 在中國的故事
11:55 跑出我信念
12:00 6腹肌拯救隊
12:30 Big Boys Club
1:00 特備節目
2:55 讀上癮
3:00 型格瘋
3:35 360°
4:30 音樂工房
5:00 廉遊達人
5:30 日本潮什麼
6:00 終極一班2
7:00 娛樂新聞報道
8:00 激Fun新西蘭
8:30 讀上癮
8:35 叢林的法則
10:05 神七探偵團
11:05 打工吧！魔王大人
11:35 進擊的巨人
12:05 Music Station
1:05 日本潮什麼
1:35 型格瘋
2:10 終極一班2
3:05 叢林的法則
4:30 激Fun新西蘭
5:00 打工吧！魔王大人
5:30 進擊的巨人

6:00 把酒當歌
6:30 亞洲早晨
8:30 科學耆績
9:00 香江怒看
9:30 青協數碼青年: 創業有出

頭 (第十五集)
10:00 上網問功課
10:58 iFit@tv
11:00 反斗英語
11:30 恩雨之聲
11:55 品味珠三角 3
12:20 馬上全接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 ／天氣報

告
12:50 ATV焦點
1:45 把酒當歌
3:45 ATV每日一歌 ／

iFit@tv
3:55 通識小學堂 (周六版)
4:25 勁爆倉鼠樂隊2
4:55 巴啦啦小魔仙之彩虹心石
5:25 ATV粵曲會知音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體育快訊
6:40 新聞故事 ／天氣報告 ／

iFit@tv
7:00 解密百年香港
8:00 米飯生活 )
9:00 Hot Topic / 時事追擊
9:30 六合彩
9:35 高志森微博
10:30 亞洲大不同 )
11:00 走進上市公司
11:05 ATV 每日一歌
11:15 夜間新聞
11:50 識過人
1:30 高志森微博
2:25 恩雨之聲
2:50 亞洲大不同 )
3:20 別了忘不了 沈殿霞：一

步一驚心
5:10 ATV 每日一歌
5:25 Hot Topic / 時事追擊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探索宇宙
9:00 未來世界
9:30 非洲面面觀
10:00 權能時間
11:00 可愛小寶寶
11:30 蹦蹦跳仙子
12:00 Music 120
2:00 "愛"的設計
3:00 消防員阿森
3:30 致命動物大搜查
4:00 我係阿發仔
4:30 建築師阿博
5:00 Pingu
5:30 韓語劇場: 你是我的命運
7:00 嶺南尋根之旅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型男下廚
8:30 他鄉尋根十五情獻：尋找

他鄉的故事
9:00 贏在起跑線
10:00 絕頂之峰
11:00 夜間新聞
11:20 賽馬預測
1:05 贏在起跑線
1:50 絕頂之峰
2:50 Music 120

6:00 我的公主
7:15 真愛黑白配
8:00 新娘的爸爸
9:00 愛似百匯
10:00 愛情雨
11:05 真愛黑白配
12:00 新娘的爸爸
1:00 愛似百匯
2:00 律政狂人2
3:00 流氓蛋糕店
4:15 鯊魚
6:30 律政狂人2
7:30 流氓蛋糕店
8:45 鯊魚
11:00 女王的教室
1:30 律政狂人2
2:30 流氓蛋糕店
3:45 女王的教室

6:50 家有囍事2009
8:50 情癲大聖
10:55 行運超人
12:55 黃飛鴻鐵雞鬥蜈蚣
3:10 現代豪俠傳
5:05 武狀元蘇乞兒
7:10 跟蹤
9:00 賭俠
11:05 分手說愛你
1:25 臥虎藏龍
3:50 行運一條龍
5:55 低俗喜劇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體育王
8:30 世界盃體操賽-馬裡博爾

站
10:30 體育王
11: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 FIBA 籃球世界
1:30 體育王
2: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3:30 世界盃體操賽-馬裡博爾

站
5:30 體育王
6: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7:30 體育王
8: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體操賽-馬裡博爾

站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無綫劇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