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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擬試行公積金貼息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繼本月初放寬
公積金貸款申請條件及全面下調首付後，廣州公積金貸
款再有利好消息。廣州市住房公積金管委會日前已原則
同意，試行開展個人住房公積金貼息貸款業務和個人住
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業務，相關政策將在徵求公眾意見後
出台。廣州公積金中心透露，今年廣州公積金全年貸款
額度約190億元（人民幣，下同），計劃140億元發放
個人住房貸款，投放50億元做貼息貸款，而具體投放
額度將視市場情況而定。

減少買家利息支出
住房公積金貼息貸款，是指商業銀行向購房者提供

貸款，由公積金中心補貼商業貸款和公積金貸款之間的
利息差。目前，廣州首套房商業貸款利率約為9折，二
套房貸利率上浮10%。按照降息後的貸款利率計算，
首套房貸與二套房貸利率約為5.085%與6.215%，但對
應的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為3.75%與4.125%。目前廣
州公積金個人最高貸款額為50萬，如果以貸款50萬、
20年期計算，首套房貸通過公積金貸款可省利息超11
萬。
業界人士表示，廣州公積金貼息貸款的出台，一方

面可緩解公積金貸款的排隊，同時也會減少購房者的利
息支出，料對釋放購買力有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中證監將兩融業務規模不得超過淨
資本4倍納入新規，令不少券商有走到末
路之嫌。據統計，目前上市券商中已經
有9家兩融業務規模超過新規紅線，此外
在兩融業務規模前十的券商中，也有7家
按規定不能再展開新增業務。面對窘
境，券商正在積極尋找多種方式展開融
資，預計新一輪券商融資行動即將拉開
序幕。
截至上月底，全部開展兩融業務的90

餘家券商淨資本規模約8,500億元（人民
幣，下同），如按照中證監新規要求券
商兩融金額不得超過其淨資本的4倍來測
算，則兩融上限在3.4萬億元，考慮到目
前兩融餘額已經高達2.24萬億元，剩餘
空間僅1.2萬億元左右。

中小券商超紅線現象突出
從相關機構統計來看，上市券商中已

有9家兩融餘額觸線，而非上市的中小券
商中，兩融業務規模超過新規紅線的現
象更突出。目前兩融規模排名前十的券
商中，已有7家不能繼續新增兩融合約，
其中申萬宏源居首，融資融券餘額已超
淨資本近6倍，而銀河證券、華泰證券、
國信證券兩融業務規模也已是淨資本5倍
以上。
有分析師指，實際上券商兩融規模更

不樂觀，從需求角度看上限規模很可能
只有3萬億元，且每日的融資需求並無退
熱跡象，尤其在中小券商處，融資客一
早就會扎堆搶額度，下手晚的就無槓桿
可用。
但券商也不會坐等兩融規模消耗殆

盡，目前已有多家表示將在A股、H股中
展開融資以及再融資。其中華泰證券是
最先啟動的一家，宣布將兩融規模從不
超過 1,500 億元提高到不超過 2,000 億

元。
中信証券(6030)緊接着也公告稱完成總計11億股的H

股新股增發項目，共籌集資金270.6億港元。另外兩融
業務規模超過紅線最多的申萬宏源也表示擬募資不超過
180億元用於補充資本金。
國泰君安則相對樂觀，認為按照今年1季度末淨資本

規模能支持的兩融規模約3.1萬億元，同時根據資金需求
兩融上限約3.1萬億元，即使不考慮目前券商新增股權融
資，目前兩融業務規模仍有35%以上的上行空間。

■廣州公積金貸款政策再有利好。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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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巨震 轉 創業板彈超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上海自貿區同業存單業
務發行指引有望近期公布，其中單筆最低認購額度應
高於100萬元(人民幣，下同)，單期發行金額不得低
於2,000萬元。

有關發行指引或在月底公布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稱，發行人可以自行確定每期同

業存單的發行金額和期限，但需要在每年首隻自貿區
同業存單發行前，向中國央行上海總部提交年度發行

計劃。同業存單一般是人民幣存單，如有需要也可以
發行外幣同業存單，有關發行指引或在月底公布。
自貿區內同業存單是指由自貿區內存款類金融機

構、通過驗收的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FTU）以及境
外存款類金融機構，以自由貿易賬戶為依托，發行的
記賬式定期存款憑證，是一種貨幣市場工具。
消息人士並表示，公開發行的自貿區同業存單，可

在所有自貿區同業存單投資人範圍之間轉讓；定向發
行的同業存單，僅可在發行人設定的投資人範圍之間

轉讓，不得作為回購交易的抵（質）押品。
在發行利率上，自貿區公開發行的同業存單固定利

率期限原則上不超過一年；非公開發行的固定利率期
限最長不得超過兩年；浮動利率存單期限原則上在一
年以上。有銀行交易員表示，自貿區100萬元的最低
認購額雖然有點形同虛設，可能也只是起步期設定一
個較低門檻，不過針對境外機構的數量級，不能跟境
內發行來比，目前自貿區各項業務類型都比較少，資
金量也都比較小。
央行上海總部調查統計研究部主任王振營此前表

示，同業存單將在上海自貿區對境外發行，目前已經
通過審批，正等待啟動發行。

傳滬自貿區同業存單發行額2000萬起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執行主席佐爾坦·索莫吉（左一）與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右二）、省長劉偉平（右一）
在嘉峪關會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剛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剛嘉峪關報道）第五屆敦煌
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16日在甘肅省嘉峪關市開
幕，參加開幕式的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執行主席佐爾
坦．索莫吉表示，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境遊和第三大
入境遊國家，旅遊業既利於創造經濟，也利於各國之

間的交流合作。今年是世界旅遊組織開發絲路主題遊
40周年，絲綢之路甘肅段佔全程的三分之一，甘肅舉
辦這一節會，必將挖掘出絲路文化遺產的巨大潛力，
為遊客帶來快樂，也為當地百姓帶來福祉。
據悉，本屆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首設主賓國，匈牙

利打頭陣於旅遊期間開展本國文化旅遊資源推介。匈
牙利經濟與交通部國務秘書朱迪特．剛多斯表示，有
幸作為主賓國在節會上展示推介，這是促進絲綢之路
經濟發展的務實創新之舉。

獲批准為國際性常設節會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向國外嘉賓介紹，敦煌行．絲

綢之路國際旅遊節已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向西開放的
國際性常設節會，這也是唯一以絲綢之路命名的旅遊
節會。目前，甘肅正在開展文化遺址的保護、挖掘和
整理，並規劃出20個大景區加以建設，涵蓋項目逾
200個，投資逾1,400億元人民幣，項目完成後，甘肅
旅遊業定會上升至新層次。
旅遊節期間，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與甘肅省委書

記王三運、省長劉偉平會談。李金早表示，甘肅抓旅

遊產業的大思路符合甘肅實際，且正當其時，國家旅
遊局將鼎力支持甘肅將旅遊資源大省建設為旅遊產業
強省的探索。

融入「一帶一路」實現全面小康
王三運介紹，甘肅歷史厚重、旅遊資源豐富，但同

時經濟薄弱、發展落後，厚薄相伴是全國的典型，在
把珍貴資源轉化為生產力和經濟增長點的探索中，旅
遊節對甘肅發展的支撐作用越來越大。甘肅已將文化
旅遊產業作為深化改革加快開放、融入「一帶一路」
大戰略、促進精準扶貧實現全面小康、推動經濟轉型
發展的戰略支柱加以重視。
劉偉平說，下一步，計劃牽頭成立絲綢之路旅遊聯

盟，爭取國家更大的項目支持，在甘肅旅遊產業駛上
快車道的同時，帶動群眾實現小康。

第五屆敦煌行第五屆敦煌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開幕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開幕

■■滬深滬深AA股昨天出現股昨天出現VV型反彈型反彈。。 新華社新華社滬指小幅高開，之後下
跌，曾插水逾2%，失

守4,800點，低見4,767點，午
市收跌1.26%。午後指數V型反
彈，重上4,900點，收漲1.65%，
滬股成交額8,954億元。分析指，滬
指午後受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將於
近期公布的消息刺激，央企改革概念
股大漲，帶動股市反彈。深指走勢與滬
指相若，升幅更大，得益於創業板的大
升，午市跌1.58%，午後反彈全日大漲
1.93%，波幅逾 3.5%，深股成交 7,063 億
元。

電力板塊漲超6%
股份方面，電力、油改、互聯網、絲綢之路、

鋼鐵、鐵路基建等股份午後崛起領漲；電力板塊漲
超6%，中國核電、內蒙華電、華電能源、華電國際
等12股漲停。民航機場、民營醫院、西藏、手機支付
等少數股份表現不佳。兩市151股漲停，9股跌停。
央企改革概念股漲近6%，中糧屯河、中糧生化、中糧

地產等9股漲停。消息面上，有報道稱國企改革頂層設計
中關於央企分類、國資投資運營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
員工持股四個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

金融板塊大幅高開
受交行混改方案正式獲批消息提振，金融板塊大幅高開，但隨

後衝高回落明顯，銀行股漲 1.15%，漲幅落後大市。保險漲

0.55%、券商漲0.38%，漲幅墊底。
國金證券投資顧問鄭邵嶸說，消息稱國企改革頂層設計中關於央

企分類、國資投資運營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員工持股四個方案
有望在近期公布。從盤面看，央企改革股出現集體上漲，反映市場
對央企改革預期提升。此外，創業板中的大市值權重股也出現企穩
大漲。而滬綜指經過近300點左右的回調之後，部分存量資金進行騰
挪和博弈，部分股票出現多頭重新尋找突破口的情況。
而銀河證券投資顧問吳俊認為，市場當前資金面偏緊，一是銀行

季末考核財政繳款，二是產業資本套現減持，三是券商關閉場外配
資，四是兩融降槓桿。如果央行本月沒有降準或降息，那麼資金面
短時間緊張的情況可能延續。
國泰君安證券確定其首次公開發行15.25億股，每股發行價為

19.71元，共募集資金300.58億元，創下自2010年 7月農業銀行
(1288.HK 601288.SS) A股IPO以來的最高募資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蔡競文）滬

深A股昨天出現V型反彈。上證綜指曾跌

破4,800點，午後在國企改革概念股大漲帶

領下迅速收復失地，全日收報4,967點，

漲幅 1.65%；深證成指全日收報

17,405點，漲幅1.93%。此前

超跌的創業板走勢凌厲，

收漲4.20%至 3,741點。

兩 市 合 共 成 交

16,017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周

二 減 約

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今年內地首5個
月房地產企業投資增速持續放緩，標普企業評級董
事葉翱行昨表示，投資增速放緩受銷售目標下調影
響，今年大部分內房企業將銷售目標設在5%至
10%增長，比去年低，而開發商在買地的投資亦有
3成至4成跌幅。

預計利潤率將持續下跌
標普昨發表「隨着中國房地產業增速放緩，強

弱開發商之間的差距將擴大」報告指，由於開發商
將會推售更多項目，而且按揭利率下降，料銷售將
於今年次季見底，市場會在下半年復甦，但利潤率
將持續下跌，反映去年初以來疲弱的價格。
報告稱，今年下半年之前多數內地開發商的信

用狀況不會改善，因為在下行業務週期中多數開發
商於去年大幅提高財務槓桿。這意味開發商需要較
明顯的銷售增長期，並採取較低增長的戰略，包括

減少土地收購和資本支出，才能改善其財務槓桿和
流動性。

部分發展商有違約風險
葉翱行昨於記者會表示，留意到部分開放商的

負債比率處於偏高水平，需要時間調整，標普會繼
續關注較高融資風險的開發商。他表示今年部分發
展商仍有違約風險，但並非外來因素導致，而是個
別發展商本身信用狀態所致。
另外，他指出雖然中央降息降準對行業帶來很

大支持，但仍有部分開發商的營運能力較差，料行
業併購的趨勢依然持續。
今年上半年股市暢旺，葉翱行指出部分開放商

活躍於股市融資，取代了發債融資，今年海外發債
的規模比去年少一半。他估計，內地一、二線城市
的房價會維持增長，而三、四線城市則要視乎去庫
存的情況，料難有上升空間。

標普：料內房銷售快見底

■標準普爾企業評級董事葉翱行(左)。 記者吳婉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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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與香港兩地基金互
認將於7月1日正式實施，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司長王允貴昨日
表示，目前關於兩地基金互認外匯管理操作指引已制訂完畢，即
將下發。
此外，有消息稱「深港通」可能推遲，其中原因包括外匯局和

中證監的跨境投資配額未達成一致，國家外匯管理局資本項目管理
司司長郭松回應稱，外匯局不是主要的參與方，重點還是要向中
證監諮詢，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外匯管理方面不存在問題。

基金互認外匯管理辦法將下發
王允貴續稱，通過兩地基金互認，資本和金融項目交易中，

「資本和貨幣市場工具—集體投資類證券」下所包含的「居民在
境外出售或發行」以及「非居民在境內出售或發行」兩個子項將
不再受到嚴格限制，從而使中國不可兌換的資本項目減少2項。

「深港通」不存外匯管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據

內地媒體澎湃消息，科技創新專板已箭在弦
上，科創板對個人投資者的門檻設置僅50萬
元（人民幣，下同），且設50%的漲停跌板
限制，預計推出時間早於新興板。不少業內
人士表示，較新三板的500萬元投資門檻，如
此低門檻和高漲停的設置，怕會造成資金蜂
擁而入，極有可能在今後取代創業板。

今後或能取代創業板
從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披露情況來看，

科創板的設立旨在推動尚未盈利但具有一定
規模的科技創新企業上市，會首先面向上海
市、尤其是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科技
創新型中小企業提供服務。
目前來看，科創板和創業板、新三板以及

未來的新興板並未明確的界限，只是服務的

上市掛牌企業處於不同階段並具有不同行業
特徵。
科創板的門檻此次也成為投資者關注焦

點，據上海股交中心創新業務部（籌）總監
陳妍介紹，此次對個人投資者的要求是金融
資產50萬元以上，包括存款、股票等。同
時，處於對投資者的保護，科創板漲跌幅則
是為50%，並非像新三板沒有漲跌限制。

業界對低門檻表示意外
目前有關科創板的設定已經在投資界引發

熱議，不少業內人士對50萬元的低門檻表示
出乎意料。有人擔憂，參與門檻過低會引發
資金蜂擁而入，從而會一下子暴漲過快，就
如同現在的創業板。也有投資者指，即使是
50%的漲跌幅也不敢貿然嘗試，特別是近期市
場震盪加劇，一旦遭遇跌停怕會承受不起。

科創板傳門檻50萬 漲跌停限50% 外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