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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快資金
周轉，改善信貸結構，讓更多金融
活水流向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平
保旗下平安易貸資料顯示，該公司
發展9年多來，其業務已覆蓋全國
近百個城市，營業網點數達到400
家以上，客戶累積140餘萬，為
60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銀
行貸款提供了保證保險，在促進居
民消費發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針對小微企業主借貸手

續簡便、期限短、額度小、頻率
高、用款急等需求特點，平安易
貸的客戶不用抵押、不用擔保就
可以投保，投保成功後，可以從
合作銀行獲得2萬元至200萬元貸
款，利率亦明顯低於市場同類產
品。最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小
微企業一般急於用錢且用款靈
活，該產品放款速度非常快，最
快一天就可獲得貸款以解燃眉之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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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帶動投資 加多寶10億懷化開廠

中證監冀A股進MSCI指數

新股凍資 A股續受壓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鵬、李青霞 北
京報道）「以前是我們求着別人來懷化投
資，人家嫌我們這裡太閉塞不願意來。現
在高鐵來了，變成他們紛紛主動來找我們
洽談投資事宜。」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
懷化市委書記彭國甫在全國兩會期間接受
本報專訪時表示，高鐵引爆了懷化的區域
優勢，拉動了整個大湘西的發展。
懷化市是湘鄂渝桂黔五省邊區的中心城
市，周邊250公里沒有大型城市。懷化亦
是湖南省版圖最大的市州，自古以來就有
「黔滇門戶」、「全楚咽喉」之稱，是中
國東中部地區通往大西南的橋頭堡。去年
12月滬昆高鐵長懷段正式通車，這條武陵
山片區與大西南、大東南之間的腸梗阻終
於被打通了。

主動投資擬建產業鏈
彭國甫表示：「在過去要想把加多寶這
樣的企業引到懷化來是多麼的艱難。後來
高鐵一通，他們主動找我談，現在他們都

開始催我了。加多寶這次到懷化是要建罐
裝廠，他們原本打算在另外一個省建濃縮
汁廠，那我就要把罐裝廠和濃縮汁廠搞到
一起來，形成產業的集聚發展，集中發
展。」懷化除了是全國較大的一個金銀花
基地外，還盛產羅漢果。原湖南省科技廳
廳長、教授出身的學者型官員彭國甫在這
方面展現了他的學者思維。彭國甫在懷化
全力推進了由北京興科創控股公司投資
1.2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高科技生物
資源開發項目，建設集倉儲、提取、生
產、質量監控與檢測於一體並實行封閉式
管理的羅漢果甜提取生產基地。

罐裝廠年交稅料達5億
羅漢果甜是一種糖分，但這種糖分是可

以讓高血糖、糖尿病人攝取的。「加多寶
原來的配方裡有金銀花，我就建議他們再
加入羅漢果，把加多寶變身成強身健體的
必需品，不再僅僅是飲料。經過研製，這
種方法亦確實可行。」彭國甫表示：「把

加多寶罐裝廠和濃縮汁廠結合，再把羅漢
果結合，加多寶就可以採用我們這裡兩個
農產品，並且帶來了高科技和集聚化的生
產基地。」
投資10億元的加多寶懷化項目，在懷化

工業園建設加多寶罐裝廠、濃縮汁廠和中

草藥（金銀花）生產基地、物流基地、交
易平台，建成後罐裝廠將年創稅收5億
元。此外，懷化市還正在積極推進由浙江
美達集團、阿里巴巴集團、傳化集團投資
約100億元的懷化武陵山現代商貿物流城
項目。

■彭國甫指，高
鐵帶動了整個大
湘西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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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否認推「中國版QE」
朱光耀：地方債可控「十三五」期間料解決

內地龐大的地方債一直受到外界廣泛
關注。內地媒體報道指，周二晚間

以來，坊間有傳聞稱中國即將實施當年
美國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式的「旋轉
門」計劃，用國家授權的低息地方債，
來置換銀行體系和市場內高息地方債
務。相關傳聞還指中國版QE的推出亦
箭在弦上，最高額度可能達到10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

地方債置換屬契約行為
對於市場傳言的3萬億元人民幣存量

債務置換將引發「中國版QE」，朱光
耀昨日向媒體表示，「中國版QE」是
不實之詞。他指出，地方債務置換是在
國務院對地方債批准規模之下、企業與
商業銀行之間的契約行為。
財政部周一表示，已下達1萬億元地

方存量債務置換債券額度，允許地方把

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債務轉換成地方政
府債券，以降低利息負擔。此前有報道
表示，財政部已經批覆了3萬億元的存
量債務置換。市場傳聞預計置換方式最
終將會是央行認購，類似於美聯儲的量
化寬鬆（QE）。
朱光耀11日在參加政協會議間隙指

出，地方債是過去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
下來的，解決亦需要一個過程，要逐年
解決。他強調對地方債要客觀分析，其
總體的風險是完全可控的，很多對應的
是優質資產。

籲設基金提升投資效率
朱光耀並指新出爐的預算法，是「開

前門」、「關後門」，為今後地方債的
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他透露，今年將
發行6,000億元地方債，置換1萬億元，
預計地方債會在「十三五」期間得到解

決。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

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要從根
子上解決中國經濟融資難、融資貴這一
難題，必須從金融體制改革上下狠工
夫。他建議，必須把長期基礎建設的融
資從商業銀行和信託中剔除出去，建立

專門針對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長期建設
基金，適當擴大地方債規模，讓有條件
的地方政府直接面向債券市場募集長期
建設資金，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資成本，
倒逼地方財政對資本市場公開透明，提
高地方財政以及長期建設項目的投資效
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昨日有傳聞稱央行可能會

在不久後推出中國版的量化寬鬆（QE）政策，通過由央行收購地方

債務的方式，達到同時解決市場流動性困境和地方債務壓力這一石

二鳥的效果。不過，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否認中國

將推出「中國版QE」的市場傳言，並表示地方債務置換是企業與商

業銀行之間的契約行為。他強調，內地地方債總體風險完全可控，

相信這一問題會在未來幾年將得到有效解決。

■朱光耀指，內地地方債總體風險完全可控。 葛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中證
監國際部主任祁斌近日率團赴美交流時表示，為
改善中國內地證券市場結構，目前正打算引進優
秀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同時亦有意將A股納入MS-
CI和FTSE指數。因配額制度和人民幣自由兌換問
題，A股曾被MSCI拒之門外，但隨着資本市場逐
步開放，納入的機會亦將大增。業內分析指，一
旦美國資本市場向中國轉移投資，對A股擴容無疑
是巨大利好，預計增資可達百億美金。
目前MSCI指數涵蓋24個發達市場、21個新興

市場及31個前沿市場。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已包
含H股、紅籌股和B股。分析認為，一旦將A股納
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有望吸引120億美元資金
進入A股市場。不過在去年的評審時，MSCI曾拒
絕把中國A股納入新興市場指數。

與境外大機構增溝通
祁斌稱，境外大機構因對中國改革不甚了解，

對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持有懷疑和擔心，中證監要

做的就是和他們溝通。當前內地股市市值僅有美
國的25%，雖然比例小，但上升空間大，完全有
成為全球第一大資本市場的潛力。從QFII數據來
看，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熱情依然
高漲，上月在A股市場又新開20個賬戶，入市步
伐加速明顯。
目前A股仍舊在MSCI的 2015年度審核名單

中，MSCI董事總經理曾表示，許多國際投資者正
在關注中國A股市場，亦普遍支持A股的納入，但
在配額制度上存有限制才未能實現。中證監主席
肖鋼近日亦表示，影響A股指數納入MSCI的主要
障礙在於人民幣資本項下自由兌換的實踐狀況。
今年6月MSCI組織將展開新一輪評估和諮詢，

A股亦有望再次爭取審核通過。業內人士分析，能
夠把A股納入MSCI和FTSE指數，目的是吸引境
外長期資金，改善市場結構，借此更有效提高市
場效率與服務經濟的能力。一旦美國市場率先向
中國轉移投資，其餘資本市場或許產生跟風效
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新
股申購高峰期壓抑了大市上升，滬深兩市昨
延續波動走勢。上證綜指收報3,291點，漲幅
0.15%，成交3,276億元（人民幣，下同）；
深成指收報 11,525 點，跌幅 0.27%，成交
3,161億，創業板報2,036點，跌幅0.46%。
昨上證綜指高開，權重金融股拉升股指，最

高上探3,325點，但後繼無力，收盤失守3,300
點整數關口。深成指走勢稍弱，全天在5日線
和10日線之間波動。兩市成交與周二相近。

物流股領漲 金融股活躍
從盤面上看，運輸物流股領漲，金融股表

現活躍，其中保險、銀行分類漲超1%。農林
牧漁、外貿、醫藥等股類跌幅居前。兩市近
60隻股漲停無跌停。

運輸物流股方面，南方航空漲停，春秋航
空漲超9%，中國國航、東方航空漲超4%。
申萬宏源研報重申2015年航空行業供需改
善，油價減負，改革提速的推薦邏輯。出境
遊以及隨着「一帶一路」不斷推進帶來的跨
國商務出行是經濟新常態下的需求端兩大增
量。銀行股衝高回落，仍漲超1%；手機遊戲
概念股漲近2%。
周三滬深兩市共有10隻新股網上申購，其

中包括計劃募集100.3億元的東方證券；周四
還有11隻新股即將網上申購。
長江證券分析師宋中慶稱，雖然昨公布的
中國經濟數據仍較弱，但經濟疲弱本已在市
場預期之中，近階段股市仍難脫離資金推動
特徵，因此資金面才是影響市場的最大因
素。 ■上證綜指昨收報3,291點，升0.15%。 中新社

■祁斌指，有意將A股納入MSCI和FTSE指數。 資料圖片

王榮﹕深港通有望下半年開通
香港文匯網

訊（記者 李
望賢 兩會報
道）在北京列
席全國兩會的
廣東省政協主
席、深圳市委
書記王榮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
示，深港通完
全有可能在下半年開通，甚至更早。他指深港通對
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均屬重大利好，從目前各界反
應來看，均希望盡早開通。對於有消息指廣東自貿
區將於3月18日掛牌，他表示還沒聽說。

■王榮指深港通有可能在今年下半
年開通，甚至更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全國人
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昨日表示，今年4月下
旬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預計將審議證券法修
訂案草案，若順利的話，今年內可以推出。證券法
修改的思路主要包括：簡政放權、推進市場化；放
鬆管制，鼓勵創業創新；加強監管執法，強化對投
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

加強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
尹中卿表示，中國現行證券法自1998年制定，已
經過了4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是去年8月，最大的
一次修改是2005年10月，即將進行的是一次全面修
訂。即將提請審議的修正案草案，較現行法律新增
了百多條內容，修改了百多條內容，刪除了廿多條
內容。修改主要是解決五大問題：推進股票發行註
冊制改革；健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完善投資者的
保護制度；推動證券行業的創新發展；加強事中事
後監管。
尹中卿透露，草案取消了7項需要行政許可的事
項，加大了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取消了境內企
業境外發行的上市審批，調整了證券發行強制承銷
的規定，修改了短線交易、內幕交易等禁止交易的
行為規定，改善證券服務機構的監管方式，進一步
強化監管執法和法律責任等。

證券法修訂草案擬下月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外透露，上證
50ETF期權的限倉及限購制度有望於本月
底放寬，期權交易手續費將適當降低，客戶
開戶條件將放寬。與此同時，組合保證金、
證券沖抵保證金方案亦有望於近期出爐。此
前曾有報道指，上證50ETF期權推出至今
已經滿月，但賬戶中有逾六成從未有交易，
是因為多數投資者對限倉限購持觀望態度。
內地首隻股票期權產品上證50ETF期權2
月9日正式登場，在初期採取了嚴格的限倉
和限購制度。根據規定，上市初期單個投資
者（包括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以及期權
經營機構自營業務）的權利倉持倉限額為
20張，總持倉限額為50張，單日買入開倉
限額為100張；單個期權經營機構經紀業務
的總持倉限額為500萬張。
上交所日前披露的50ETF期權首月運行
數據指，截至3月9日，50ETF期權上市交
易合約總數為64個；總成交量為40.79萬
張，日均成交2.55萬張，顯示開戶和交投
數較為清淡。有見於此，上交所近期開始對
部分券商發放如何促進期權活躍程度的調查
問卷，並於上周組織召開了期權業務投資者
座談會。根據會議內容，上證50ETF期權
的限倉及限購制度有望放寬。

研推個股期權產品
對於上交所未來在衍生品市場的規劃，上交所理
事長桂敏傑表示，將進一步完善ETF期權保證金機
制，包括組合策略保證金機制、證券沖抵保證金機
制等，提高證券和資金使用效率。上交所並希望能
夠進一步拓展 ETF 期權標的範圍，如拓展到
180ETF、跨市場ETF、跨境ETF、行業ETF等，
在股票類ETF期權試點成功的基礎上，研究推出個
股期權產品。上交所還會視市況研究推出行權方式
和行權周期更加靈活的期權，如美式期權、周期
權、長期期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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