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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兩會報道）國家統
計局局長馬建堂昨天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從前兩
個月統計數據上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這是三期
疊加（即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進入陣痛
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進入消化期）的結果。不過
他同時指出，要客觀看待數據下行，看到內部和深
刻的積極變化，目的就是推動結構調整，經濟轉型
升級。他稱，「這意味着新的經濟動力在孕育，我
們要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國家統計局周三發布的經濟數據顯示，今年1至2
月份，我國工業生產增速放緩，固定資產投資回

落，工業生產者價格降幅繼續擴大。馬建堂表示，
當前主要經濟指標增速的回落是三期疊加的客觀反
映，也是國家進入中高收入階段之後、經濟體量加
大之後一種符合規律的變化。

新經濟體活力增強
他說，一方面，無論是6.8%的工業增長速度、還

是10.7%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本身並不是
很低的速度。另一方面，要客觀看待數據下行，看
到內部和深刻的積極變化。
馬建堂說，當前處於新常態下經濟增速的換擋

期，新常態的目的就要推動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從今年頭兩個月的經濟數據來看，經濟轉型的力度
在加大。其中，服務業增速快於工業；消費增速比
投資更穩定，特別是電商47%的增長速度引人注
目。
另外，「還要看到隨着國家簡政放權，改革作

為當頭炮，企業的活力特別是新經濟體的活力在
增強。新市場主體在不斷的湧現，新的動力正在
孕育。在經濟放緩的同時，一些深層的積極因素
變化正在累積加速，我們還要對中國經濟有信
心。」

馬建堂：客觀看待經濟數據下行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 高麗丹 攝

寧波設全國首家雲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浙江報道）內地
誕生首家雲醫院。寧波雲醫院經過半年的試運
行，日前正式啟動運營。目前首批接入寧波雲醫
院平台的基層醫療機構共100家，簽約的專科醫
生、家庭醫生226名。
據介紹，患者只需打開寧波雲醫院的網頁(

www.nbyyy.com.cn)，就可以看到已開設的高血
壓、糖尿病、心理諮詢、全科醫生等4個「雲診
室」，寧波一些平時很難掛上號的專家都已註冊
了線上醫生。寧波雲醫院目前已經實現配藥功
能，在網上完成就診後，如果醫生開了藥，可以
到附近的藥店去取。

6月可實現「送藥上門」
為了確保患者的就診效果和安全，目前只有

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且已經與註冊醫生簽
定了雲醫院的就診協議，即患者必須已經與網
上註冊的醫生在實體醫院有過診療行為。據寧
波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王仁元介紹，寧
波雲醫院的建設和運營，一方面是放大醫療資
源，尤其是優質醫療資源的供給，另一方面也
是對現有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就醫模式的重
構，從而助推醫改。
據悉，預計今年6月，寧波雲醫院可以實現

「送藥上門」，王仁元說，下一階段的主要工
作，是努力讓雲診所的患者享受醫保。7月，雲
醫院裡的雲診室達到10個以上，除了現有的4
個，還會新開皮膚病、術後康復、營養門診等6
個雲診室。8月，雲醫院運行規範標準將出台。

時代地產近19億奪佛山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東省佛

山市12日網拍位於南海區大瀝鎮泌沖沿江路地段
6.47萬平米商住地。經過81輪競價，時代地產
（1233）以18.5568億元（人民幣，下同)競得，
折合樓面價7,548.08元/平米，溢價28%。據了
解，該地塊為2015年以來大瀝規模最大、底價最
高的出讓地塊。今年以來，時代地產拿地積極，
今年1月已在廣州拿了兩幅地。
資料顯示，該地塊總面積64,696.8平方米，土
地用途為城鎮住宅用地兼容批發零售用地，地塊
起拍價為 14.56 億元，樓面地價約 5,921 元/平
米。該地塊還要求競得者不准在商業、酒店、辦
公及配套建築內建設公寓、公寓式辦公、SOHO
辦公、產權式酒店、酒店式公寓等有居住功能形
式的用房。同時，地塊還須設幼兒園(托兒所)1
處，幼兒園規模必須不能少於9班，用地面積不
小於4,500平米，建築面積不小於2,400平米。
地塊位於廣佛交界，離廣州環城高速直線距離

約1公里。目前該地塊河對岸有合生君景灣、長
信帝景峰以及金沙半島等項目，在售洋房價格集
中在8,000—10,000元/平米。

肖鋼：證券法草案4月下旬初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兩會報道）全國

人大代表、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12日上午在列席
全國人大全體會議前接受採訪表示，證券法修訂
草案擬在4月下旬進行第一次審議，三審後才能
頒布實施。由於不清楚證券法三讀中的意見和修
改情況，修改後證券法的頒布時間不好推測。他
透露，註冊制改革要等證券法頒布後實施，目前
正在積極研究方案，已有初步方案。
對於證券法修訂時間，有媒體報道稱，全國人

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上周表示，按正常進
度，證券法修訂案有望4月底上會。初審過後，
需要徵求意見並總結，最快8月進行二審，10月
完成三審。
肖鋼此前在2015年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

上說，要積極穩妥地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
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是2015年資本市場改
革的頭等大事，是涉及市場參與主體的一項「牽
牛鼻子」的系統工程，也是證監會推進監管轉型
的重要突破口。

萬億地方債置換提振 滬指升1.8%
金融板領漲 創一個半月最大升幅

受國務院批准了一萬億元的地方債務置換額度和部
分養老金或下半年入市消息提振，權重藍籌股全

面復甦，金融板塊領漲，推升上證綜指全天高開高走，
最高上探3,360點，深成指高開震盪走高漲近1%，兩市
重返5、10日線上方。創業板延續調整，低開後沖高回
落，一度失守2,000點，連續兩天收跌，報2,018點，跌
幅0.87%。兩市成交超7,000億，成交量有所放大。
銀行、保險、券商領漲，煤炭石油、地產、電力漲幅
居前，藍寶石、醫療器械、PM2.5等小盤概念股跌幅居
前。個股活躍度大減，兩市漲停股減至20隻，並出現3
股跌停。

借新還舊有利降低銀行壞賬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11日表示，國務院批准了一萬

億元的地方債務置換額度，允許企業在契約精神下借新
還舊進行置換。財政部將很快公布置換具體計劃。分析
認為，以借新還舊的方式置換高息貸款有助於降低銀行
槓桿率，能有效降低銀行壞賬的風險。金融板塊集體大
漲，保險、銀行漲超4%，券商漲近2.5%，個股全部上
漲。興業銀行一度漲停，收漲9.61%。寧波銀行漲近
9%，國海證券漲近6%，新華保險漲超9%。
中銀國際證券策略分析師周榮華稱，經濟數據顯示經
濟基本面仍延續回落態勢，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仍處於居
高不下的狀態，意味着政策需要繼續寬鬆。若後續存在

政策寬鬆動作，會給市場做多動能增加砝碼，金融地
產、基建和工程建築等主板股票都會因受預期推升有所
活躍。而創業板一季度累計漲幅過大，加上業績低於預
期的年報將逐步出現，創業板將步入分化調整，市場重
心將重回主板藍籌股。

融券餘額已經跌破50億元
另外，在融資餘額迭創新高的同時，最新數據指，A

股融券餘額已經跌破50億元多空分水嶺，顯示市場情
緒進一步趨於樂觀。
50億元融券餘額歷來被投資者視為兩融市場的多空

分水嶺，50億元之上預示市場謹慎情緒增加，而50億
元之下則表明資金態度趨於樂觀。本月10日，融券餘
額首度在春節後跌破50億元，目前仍呈現尋底態勢。

根據滬深交易所官方網站公布的兩融數據，截至本月
11日，滬深兩市融券餘額總計約45.35億元，連續5個
交易日回落。同期融資餘額則是節節攀升，滬深交易
所 的 融 資 餘 額 分 別 為 864,004,113,742 元 、
422,017,577,470元，合計約為12,860.22億元，再度創
出歷史新高。
不過，新開戶數卻大幅降溫。據中登公司最新公布，
2月滬深兩市日均新開A股賬戶74,476戶，滬市平均每
日新開A股賬戶數為37,747戶，環比下降12,436戶，降
幅24.78%；深市平均每日新開A股賬戶數為36,729
戶，環比下降11,671戶，降幅24.11%。其中，融資融
券整個2月份只開出了7.75萬戶的信用賬戶，日均0.52
萬戶，而1月份日均1.47萬戶，去年12月日均3.45萬
戶。2月同去年12月份相比，暴跌了8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在各種有利消息刺激下，市場情緒變得樂

觀，上證綜指昨天在金融地產股領漲下，創出

一個半月最大升幅，收報 3,349 點，漲幅

1.78%，成交4,719億元（人民幣，下同）；

深證成指收報11,636點，漲幅0.96%，成交

3,255億元，市場成交有所放大。

上交所自貿區平台最快下季推 創維設智慧家庭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自上交所

理事長桂敏傑近日提及上交所自貿區平台事宜後，該
項目再次成為眾人矚目焦點，據業內人士透露，被定
義為國際金融資產交易的上交所自貿區平台正在緊鑼
密鼓搭建中，最快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實現初期運營。
學者分析認為，其功能主要是探索境外企業發行人民
幣債券和實現企業的私募融資業務。
該平台早在去年已經證監會批准，經過上交所一年
的籌備，目前其組織架構、業務方案和規則體系等正
在搭建中。桂敏傑曾保守地表示希望年內有成果，但
據知情人士透露，項目進行很順利，很有可能在今年
上半年就實現初期運營。

在上交所自貿區平台的功能上，最初有傳言稱其為
借道推出的國際版，但很快上交所便明確否認，稱沒
有研究利用上海自貿區推出國際版。桂敏傑則表示，
上交所自貿區平台的首批業務是為企業跨境私募融資
提供服務，同時亦可透過自貿區賬戶管理使境外投資
者參與股票、債券、基金市場。其目的都是為了促市
場進一步開放。
經濟學家宋清輝也表示，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的推

進，在上交所自貿區平台上還可探索符合條件的境外
企業發行人民幣債券。在此平台上的企業也能夠雙渠
道獲利，因為不僅可以向國內資本融資，亦可向國際
資本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創維集團總
裁楊東文日前在創維智慧家庭戰略落地發布會上稱，公
司最近成立智慧家庭發展部，推動內部所有的產品一旦
進入智能化，都要進入創維智慧家庭發展部的管理平
台，並負責內部產品的智能化落地和推動，以及產品、
技術、軟件、系統等對接。
楊東文強調，創維智慧家庭協議是開放性的，會讓消費者

自己在創維的開放平台上能主動把人家的東西給連起來。他
相信可能日後消費者主動的力量，甚至要多過大部分廠家。
他說，今年3月，創維正式成立智慧家庭戰略發展

部，旨在打造以智慧屏幕為核心的智慧家庭開放平台，
攜手上下游夥伴共建生態。

平安銀行去年盈利增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平安銀行昨晚發布了2014年年度業績報
告，該行實現淨利潤198.02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30.01%；撥備前營業利
潤412.57億元，同比增長53.69%，撥備前利潤比2012年增長了近一倍。
2014年，經過變革、創新、轉型、發展，平安銀行在業務規模、盈利能力、產品
服務、經營效率等方面均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已形成了「專業化、集約化、綜合
金融、互聯網金融」的經營特色。除了利潤大幅增長外，平安銀行資產規模穩步提
升。
2014年末，該行資產總額21,864.59億元，較年初增長15.58%；各項存款餘額

15,331.83億元，較年初增加3,161.81億元、增幅25.98%，增量為2013年全年增量的
1.6倍；各項貸款（含貼現）餘額達10,247.34億元，同比增長20.94%，中間業務佔

比再創新高。

資產總額較年初增長15.58%
2014年，該行非利息淨收入203.61億元，同比增長77.04%，在營業收入中的佔比

由2013年的22.04%提升至27.74%。資本充足率達標。2014年末，根據中國銀監會
《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計算，該行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以及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0.86%、8.64%、8.64%，達到監管要求。2014年，該行
增加5家分行、214家支行級機構，使得網點增加至43家分行，747家營業機構。連
續三年實施分紅。以2014年12月31日的總股本為基數，每10股派發現金股利1.74
元（含稅），並以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每10股轉增2股。

本周央行公開市場淨回籠53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央行周四
在公開市場開展了250億元（人民幣，下同）7天期逆
回購操作，操作量又較周二的350億元縮水。至此，全
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實現淨回籠530億元。節後央行已
連續3周實現淨回籠，但此前兩周淨回籠量均超千億，
分別為1,450億和1,420億。

本月中下旬資金面或續向好
數據顯示，本周有1,130億元前期逆回購到期，其中

周二、周四到期的分別有350億元和780億元，到期資
金規模較上一周的2,200億元有所減少。分析人士指
出，雖然本周A股市場迎來了猛烈的新股發行潮，但對
資金面的衝擊不及預期，在流動性供給相對充裕局面
下，央行減少流動性投放力度在情理之中，未來隨着新
股批量發行成為常態，機構應對起來越收發自如，「打

新」對整體流動性的衝擊將逐漸弱化。此外，春節期間
提現的現金在3月份將全部回流，3月財政存款投放規
模季節性有望超過3,000億元，兩者均能有效緩解銀行
資金和存款壓力，本月中下旬資金面或持續向好。
昨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中，隔夜

利率漲11.74個基點至3.4644%；7天利率跌2.19個基點
至 4.7511% ； 1 月期利率下跌 0.07 個基點，至
5.0511%。
市場普遍認為，內地貨幣政策總體上仍處於寬鬆通

道。野村最新報告指，為抵消經濟增長的阻力，中國
貨幣政策將進一步放寬，預測基準存款利率將再被下
調三次(每次25基點)至1.75%，存款儲備金率也會被
下調三次至18%，每次下降50個基點。在年內餘下
的三個季度中，央行每個季度都會降準和降息各一
次。

■央行周四在公開市場開展了250億元人民幣7天期逆
回購操作，操作量又較周二的350億元縮水。 中新社

■上證綜指昨天在金融地產股領漲下，收報3,349點，漲幅1.78%。 資料圖片

■寧波雲醫院網頁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