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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珠海市政府控
股的國企—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下
稱「大橫琴」）近日已上傳初步招股文
件，擬赴港上市，有望成為首隻在香港上
市的橫琴概念股。

去年盈利2.09億 毛利率逾50%
大橫琴提供的初步招股文件顯示，大橫琴

集資淨額的80%用於5個區域的徵地及基建
約8%、21%、22%及 11%用於口岸服務
區、綜合服務區、文化創意區、國際居住區
及高新技術產業區。其餘10%用於償還銀行
貸款、10%作營運資金。不過，目前其集資
規模未定。而在2012和2013年度，珠海大
橫琴盈利分別為1.61億元（人民幣，下同）
和2.09億元，毛利率高達52.6%和50 .7%。

資料顯示，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是
橫琴新區開發建設的主體，承擔着橫琴新
區市政基礎設施（BT）項目、橫琴新區綜
合開發項目、橫琴口岸及綜合交通樞紐項
目、橫琴大橋二線通道工程、橫琴總部大
廈項目、粵澳中醫藥產業園項目、橫琴海
洋生態修復工程、橫琴新家園項目等一大
批省、市、區重點項目。
記者日前致電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辦公

室相關負責人求證時，對方回覆公司已提
交上市申請，現在處於上市階段末期，未
能透露更多資訊。
橫琴新區管委會主任牛敬5月曾透露，珠

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赴香港發行人民幣債
券申請已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覆，發
行額度為15億元。當時他還透露了大橫琴年
內還將啟動該公司赴港上市的工作。

大橫琴擬赴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可複製、可推廣，是設立上海自貿區
的首要原則。據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相
關人士透露，由於風險可控，上海自貿區
內「300萬美元或等額外幣以下小額外幣
存款利率上限放開」這一金融創新政策有
望很快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放開，是利率市

場化的步驟之一。人民銀行上海總部曾表
示，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人民銀
行設計了縝密的推進路線圖，確定了「先
貸款後存款，先外幣後本幣」的四步走戰
略，在自貿試驗區推進外幣利率市場化改
革試點工作，是四步走戰略的關鍵一步，
通過在自貿試驗區有限範圍內先行先試積
累經驗，測試市場，為下一步深入推進利
率市場化改革打好堅實基礎。

正提交報告料很快放行
央行去年12月發佈的《關於金融支持中

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
（簡稱「央行30條」），在「穩步推進利
率市場化」的部分，明確提出「條件成熟
時，放開區內一般賬戶小額外幣存款利率
上限」。隨後，央行宣佈從3月1日起放
開上海自貿區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據
透露，自3月正式放開以來，之前外界擔
心的區內外存款搬家情況並沒有出現，說
明風險可控。因此央行上海總部正在向北
京總行提交報告，預計很快批准，在全國
範圍內推廣上海自貿區創新成果。
根據人民銀行規定，小額外幣存款是指

300萬美元（或等值其他外幣）以下的小
額存款。

滬自貿區「外幣利率上限放開」擬區外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IPO時間確
定、首批4隻新股將於18日申購，滬深兩市昨延續窄
幅震盪，上證綜指和創業板盤中試探上攻半年線，創
業板一度站上半年線但隨即回落。上證綜指以2,051點
低開，盤中滬指一度轉為升並見2,057點，但此後回復
下行，全日收報2,051點，跌3點或0.16%，成交693
億元（人民幣，下同）；深證成指收報7,299點，跌
40點或0.56%，成交960億元；創業板指報1,363點，
跌幅0.27%。

金融地產弱 港口航運漲
從盤面上看，黃金水道、港口航運、預警機等概念

表現較好，冷鏈物流、藍寶石、啤酒、上海國資改革
等概念跌幅靠前。金融、地產等普遍回調，拖累指
數。兩市共19股漲停，64股漲超5%；2股跌停，8股
跌超5%。
申銀萬國分析師認為，就技術形態看，上證綜指仍

維持2,050點上下的窄幅震盪，目前走勢出現了一些積
極變化，重心有望進一步上移，但空間仍較有限，突
破箱體格局的走勢暫難出現。而創業板指在走出前期
下降通道後，繼續穩步盤升，但這一輪交易的活躍性
料弱於今年年初。建議關注業績向好的新興行業和後
續新股的炒作機會。

權重乏力 A股窄幅收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工信部今日將召開推
動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加快推進兼併重組工作，輝山
乳業（6863）執行董事兼高級副總裁葛坤昨於記者會
上表示已獲邀出席，他指行業整合屬大趨勢，現階段
着力進行自有品牌建設，擴大市場份額，亦不排除優
質併購機會。集團於五月曾公佈與「美素佳兒」母企
荷蘭皇家菲仕蘭商討建立合資企業，現時仍在洽談細
節，料暑假後可公佈新進展。

擬菲仕蘭合作推新品牌
菲仕蘭高層昨亦有出席記者會，葛坤指，雖然美素

佳兒母企於內地已有其銷售渠道，但雙方仍希望結合
優勢，合作推出新品牌。集團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蘇永海則指，與菲仕蘭合作將推出全新奶粉品牌。菲
仕蘭乃百年品牌，所以新奶粉品牌有保障。而輝山的
主要投資者之一的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亦有到場支
持，更與菲士蘭高層握手，但只逗留短暫時間。
集團執行董事兼高級副總裁徐廣義指，原奶去年每

噸5,017元（人民幣，下同），截至今年五月則輕微升
至5,150元水平，但不論短中長期，內地原奶供應均處
於供不應求狀態，國際原奶的進入對國內原奶價格並
無明顯影響。

輝山乳業不排除同業併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特速樂汽
車銷售公司向上海海關申報進口的首批166輛特斯拉純
電動汽車，昨日起將交付到客戶手中。據估算，特斯拉
在上海口岸的月進口量將達400至500輛。

首次批量進口 月進500輛
據公司介紹，這批交付的車大多是去年年底的訂單，

未來還會交付更多。而除了已經開業的特斯拉北京門店
之外，上海、成都、廣州、深圳、杭州等多地的門店也
在建設之中，大部分預期在年內建成，杭州店計劃7月
開業。
但大批量進口剛剛開始，「充電設施不到位」的難題

已導致一些車主欲轉讓特斯拉訂單。由於充電接口與
「國標」不符，以及一些技術原因，內地普通充電站無
法為特斯拉充電。業內人士指，特斯拉超級充電站的建
設進度慢，又不能與其他具備快充功能的公共充電站充
電樁兼容，已成為其在中國推廣的障礙之一。據了解，

目前僅有位於北京的首座超級充電站已投入使用，而位
於上海的兩座充電站也只是剛剛亮相。特斯拉在中國提
供家用電源直充和使用壁掛式適配器充電兩種方式，但
由於家用電源電壓不高，只能選擇慢充模式，每小時充
電量只支持不足50公里的行駛里程。

成交減 珠三角地產中介縮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
道，建設銀行（0939）被選中成為首家在倫敦為人民
幣交易提供清算服務的銀行。
報道稱，國家總理李克強預計將在下周到訪倫敦參

加一年度峰會時宣佈這項決定。建行將幫助倫敦鞏固
其作為全球外匯交易中心的地位，目前全球各地的金
融中心紛紛想從離岸人民幣交易這一快速增長的市場
中分一杯羹。

建行獲選倫敦人幣清算行

香港文匯報訊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確認對中國
「AA-/A-1+」的評級，評級展望為穩定。標準普爾表
示，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前景、有力的淨外部資產情
況和相對健康的財政狀況都支持政府信用。

標普確認中國AA-評級

■大橫琴赴港融資的目的是大力推動橫琴開
發區的基建和徵地。 本報深圳傳真

新增貸款勝預期 經濟好轉
定向寬鬆基本不變 全面放鬆機會微

香港文匯報訊 上月內地新增貸款和貨幣發放雙雙反彈。中國人

民銀行昨公布，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超預期達8,708億元（人民

幣，下同），高於市場預期之餘，更創下逾10年同期新高；5月末

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3.4%，也創下今年內新高。雖

然臨近去年6月「錢荒」臨界點，但市場估計，貨幣政策將繼續以

結構或定向調整為主，全面性的大舉放鬆暫時可能性不大。

據中國央行昨公布，5月新增人民幣
貸款8,708億元、月末M2同比增

長13.4%，而路透調查兩項數據中值分
別為7,500億元和13.1%。另外，5月末
人民幣貸款餘額同比增長13.9%，亦高
調查中值的13.7%。4月份新增貸款為
7,747億元，M2增幅13.2%。據路透對
央行自2000年以來的數據整理，此前年
度5月同期新增信貸最高值出現在2012
年，為7,900餘億元。

社融未回升表外融資承壓
央行數據並顯示，5月社會融資規模
為1.40萬億元，比4月少1,454億元，
比去年5月多2,174億元。其中，委託貸
款增加2,063億元，同比多增96億元；
信託貸款增加116億元，同比少增855
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96億
元，同比減少1,045億元；企業債券淨
融資2,797億元，同比多567億元。

興業銀行資金營運中心宏觀分析師肖
麗認為，在人民幣貸款較上月多增近千
億的情況下，5月社融較4月少增約
1,500億，說明直接融資和信貸的多增
仍不能彌補「127號文」對表外融資的
衝擊。

經濟物價下行憂慮仍存
肖麗指，M2超預期加速，但社會融

資總量增速並未回升，意味着地產銷售
及基建投資增速仍難大幅改善，增長和
物價的下行憂慮仍存。雖然目前所面對
的負的產出缺口及物價下行壓力，但在
6月M2同比將繼續大幅攀升的背景下，
貨幣政策全面放鬆空間收窄，未來仍將
是結構性的操作。
今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已從去年的

中性偏緊有所轉向。央行繼4月下旬首
次對縣域金融機構定向降準後，還將從
下周一（16日）起，對符合要求的商業

銀行下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
分點。此外，央行此前還通過再貸款等
工具加強對經濟支持力度。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徐博表

示，5月M2和信貸等數據高於預期，除
央行通過公開市場、再貸款等向市場提
供流動性等助力外，監管層對銀行同業
業務的約束，導致部分同業非信貸融資

受到擠壓，部分融資需求轉為由表內信
貸渠道支持。
本周稍早公布的5月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CPI）同比漲幅略高於預期；而PPI
同比和環比雙雙持續負增長，暗示宏觀
經濟依然疲弱。分析人士預計，全年通
脹料溫和可控，為貨幣政策穩增長提供
空間。

■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超預期達8,708億元，創下逾10年同期新高；5月末廣義貨
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3.4%，也創下今年內新高。 資料圖片

人行再放水 短期shibor齊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昨日央行

意料之中再度於公開市場開展4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正回購操作，至此本周公開市場淨投放達1,040
億元。但與此前幾周的反應不同，同日短期上海銀行
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呈現全線上漲格局，年中
節點資金面已顯現波動端倪，故有機構預測未來兩周
內央行或重啟逆回購。

較上周投放多逾四成
據WIND統計，本周（6月7日至13日）公開市場
上共有1840億元資金到期，其中10日、12日各到期

970億元、870億元28天期正回購。央行周二、周四
分別回籠400億元後，本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實現
1,040億元資金淨投放，亦為連續第五周公開市場淨投
放操作，並為三周來的淨投放高點，較上周增加逾四
成。
但昨日短期Shibor卻呈現普漲格局。其中，隔夜利

率上漲0.5個基點，至2.597%，7天期利率上漲0.4個
基點，至3.1540%，14天期利率上漲2.7個基點，至
3.25%，1月期利率漲33.8個基點，至4.719%。中長
期利率中，3月期利率下跌0.79個基點，至4.7862%，
6月期利率跌0.05個基點，至4.9601%，9月期利率跌

0.01個基點，至4.9925%，1年期利率保持5.0000%不
變。

料跨月資金仍然緊張
國信證券研究所指出，市場處於經濟增長和貨幣政

策相博弈的階段，從央行公開市場的操作態度來看，
其維持中性貨幣政策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但隨着年
中臨近，跨月底期限的資金擾動逐漸顯現，需求旺
盛。質押式回購市場上，21天、1月期限以上的資金
價格近期漲幅明顯，預計跨月資金最近仍將繼續呈現
緊張態勢。

南航上海分公司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南航邁出
戰略東進重要一步。6月12日，南航上海分公司正式掛
牌，成為該公司旗下第21家分子公司。當日南航宣佈
在上海新增的首批新增3架波音737－800型飛機將於本
月底投入使用，運營上海至廣州、深圳、武漢、昆明、
貴陽等地航班。

戰略東進爭長三角客源
屆時，南航佈局上海的飛機將達到41架。南航入駐

上海，這也意味着各大航空公司爭奪長三角客源的競爭

將更加激烈。
上海地處華東長三角經濟帶的中心，也是航空客貨運

輸的核心樞紐。去年，上海虹橋和浦東兩個機場的旅客
吞吐量達到8279萬人次，僅次於首都機場，穩居內地
第二；貨郵吞吐量335萬噸，位居全球第三 。南航集
團公司黨組書記、股份公司總經理譚萬庚介紹，隨着上
海「四個中心」建設的不斷深入和自貿區建設的不斷推
進，游輪公海遊試點、迪士尼樂園落戶，上海的航空市
場將會持續旺盛，前景十分廣闊。南航在上海設立分公
司，是戰略佈局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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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對於
有報道指昆侖能源（0135）將接管母企
中石油東部管道公司，集團總裁兼執行
董事張博聞於股東會後指，正密切關注
事件，仍在研究接管該東部管道公司，
但暫未有最後結論。對於早前中俄兩國
簽訂達 4,000 億美元的天然氣合作協
議，張博聞認為，協議令能源重要參與
者受惠，同時對未來天然氣發展保障有
一定意義，集團亦可通過此協議而受
益。

料LNG銷量高於去年
他指，內地天然氣業務總體發展良
好，今年售氣目標需視乎大環境變化、
價格調整以及中國經濟表現，但今年首
五個月，集團液化天然氣（LNG）銷售
有一定增長，相信今年整體天然氣銷量
同樣亦可錄得升幅。但現時內地天然氣
價格仍處於偏低水平，未來有關天然氣
價格機制能否理順，需視乎行業能否健
康發展，而母公司正積極配合中央調整
天然氣結構機制。至於未來母企會否注
入資產，張氏未有正面回應，僅表示與
母企發展戰略維持不變，當中包括協同
合作及資產注入。

吳恩來任董事會主席
另外，該公司公布，董事會通過決議
案，將委任現任執行董事吳恩來為董事
會主席，並由即日起生效；在吳恩來出
任主席後，張博聞將不再代行主席的職
權。

特斯拉充電仍是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何花 深圳報道）受

樓市調整的影響，珠三角樓市成交量大降。記者最近
走訪了東莞、深圳和惠州等地，許多中小地產中介因
業務大降而生存艱難，紛紛縮減規模或關閉門店。
在東莞樟木頭，鴻正地產負責人表示，其50%客戶
為香港人，因成交低迷令業務大幅下滑，為降低開
支，公司四家門店已關閉了兩家，並將火車站附近一
個大的門店換成面積小的門店。
港資地產中介騰勝地產業務經理翁小姐擔憂地表

示，公司主要客戶是港人，但是，因樓市低迷，導致
其業務成交下滑四五成，目前每月需支付十多萬元租
金和水電，這還未包括員工的基本工資，儘管暫時未
出現虧損，但壓力很大，如此下去將不得不縮減規
模。

■特斯拉充電設施不到位導致車主欲轉讓訂單。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