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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回購重啟 降準仍可期

A股再轉跌 創業板挫逾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經過滬深
兩市昨午後再度急跌，基本上將連續兩天的反彈漲
幅回吐。上證綜指收盤報 4,527 點，跌 162 點或
3.46%，成交 8,653 億元（人民幣，下同）；深證成
指收報 15,692 點，跌 619 點或 3.8%，成交 6,845 億
元；創業板報3,206點，跌幅更達5.23%。
銀行取消貸存比刺激兩市股指高開，但銀行板塊
先揚後抑，顯示市場逢利好出逃的弱市心態濃厚。
盤中衝高乏力，午後更是直線下殺，上證綜指最多
跌 超 200 點 ， 觸 60 日 線 後 小 幅 反 彈 ， 收 盤 跌
3.46%，險守4,500點。
深成指同樣觸60日線收窄跌幅，收盤跌3.8%。創
業板題材股集體大跌，指數逼近 60 日線，跌幅
5.23%。兩市共成交15,499億元，較周三增776億。
分析人士認為，24 日晚間，證監會核准了 28 家企業
的首發申請，雖本輸凍結資金將大幅少於前兩批，
但對於午後的跳水有一定影響。
技術面看，昨股指急跌後回吐兩天超跌反彈的漲
幅，短期內調整格局再度開啟，大市或面臨二次探
底。

中小金融企資金需求增 放水35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恰
逢「錢荒」兩周年紀念日，中國央行在時隔兩
個多月後重啟逆回購操作。昨日，央行在連續
暫停了 19 次公開市場操作後，進行了 7 天期
350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逆回購操作，中標
利率為2.7%，較上一期7天期逆回購大幅下降
了0.65個百分點。市場分析指出，央行此舉一
方面意在緩解年中市場利率上升的趨勢，保持
較低利率，另一方面顯示出央行維持寬鬆貨幣
政策的意圖，近期降準仍然可期。

近 2000 股下跌 128 股跌停

由

於本周（6 月 22 日-6 月 26 日）沒有央票和正回購
到期，因此本周公開市場淨投放資金為 350 億
元。此前央行公開市場已連續九周空窗，並連續八周
既無資金投放也無回籠。央行上次公開市場操作是在 4
月16日，也為7天期逆回購，當時中標利率為3.35%。
資料圖片
對此央行表示，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體充裕。近 ■昨日央行進行了7天期350億元人民幣的逆回購操作。
期，受半年末金融監管指標考核以及大盤股發行等因 末以及半年末資金緊的時候，央行重啟逆回購有助於 啟，中標利率隨行就市降至 2.7%，央行呵護資金面意
素影響，部分中小金融機構的短期資金需求有所增 緩解資金利率上行及市場對於寬鬆貨幣政策是否持續 圖明顯，顯示貨幣政策寬鬆基調不變。
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目前中國
加。人民銀行及時開展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適量投放 的擔憂。近期資金利率走高除季節性和 IPO 因素外，
短期流動性，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促進貨幣市場平 還有一個原因是市場開始擔心央行的貨幣寬鬆是否發 的各項貨幣傳導機制仍然是有效的。但是穩增長、抗
通縮仍舊需要更有力度的貨幣、財政政策寬鬆來支
穩運行。
生變化，重啟逆回購給市場吃了一顆「定心丸」。
民生證券固定收益分析師李奇霖也指出，受到半年 持。在貨幣政策方面，預計 2015 年內還將會有 250 基
分析料寬鬆財策不變
末考核，中期借貸便利(MLF)到期，大行分紅，打新擾 點的降準和50基點的降息。
中金公司也預計，貨幣政策有望維持寬鬆的取向。
招商銀行總行高級分析師劉東亮表示，目前正是月 動等因素的影響，6 月短端利率上行，此次逆回購重

盤面上，各行業板塊普跌，教育傳媒、計算機跌
近6%，有色金屬、通信、商業連鎖、煤炭石油、建
材、醫藥跌超 4%。跌幅最小的電力跌 1.16%。兩市
近 2,000 股下跌，128 股跌停，僅 361 股上漲，54 股
漲停。
金融板塊無力護盤。銀行股上午高開超2%，但隨
後一路震盪下跌，最多跌近 2.5%，收盤近 2%。券
商股跌近3%，保險股跌3.76%。

分析指恐慌情緒致下跌
天信投資分析師蔣律認為，昨下跌的主因是心理
層面的恐慌情緒。市場這幾日的反彈，都是雷聲大
雨點小，創業板更是萎靡不振，因而加劇了投資者
對未來市場的恐慌。
萬聯證券分析師沈贇認為，此前市場預期很多未
過會公司要準備半年報才能上會，但近一輪 28 家的
數量還是超出了市場預期。另外，國際金融問題專
家趙慶明此前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時報》的一篇文
章中稱「可能近期不會有大動作，本月已無降息、
降準可能」亦影響人氣。

廈門來港推介投洽會
廈洽會展覽面積 10 萬平方米
今屆廈洽會總展覽面積約 10 萬平方米，將展示全球
投資合作發展成果和商機，分別設立「投資主題館」
和「產業招商館」。截至目前，已有美國、俄羅斯、
澳洲、新西蘭、西班牙、阿根廷、波蘭、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機
構和企業報名參展，預計將吸引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網商銀行開業 首推貸款業務
阿里巴巴主席馬雲表示，希望網商銀行做到
「有擔當、有情有義、有特色」，專注服務於小
企業之銀行。又指，在申請牌照之初，就決定銀
行的貸款規模不超過500萬元人民幣。
網商銀行以純互聯網方式運營，不設實體網
點，但人民銀行要求銀行開戶必須「面簽」，因
此作為突破口的人臉識別遠程開戶被網商銀行寄
予厚望。不過從目前情況看，該行想在開業時實
現「刷臉」開戶還不可能，因為監管部門尚未
「開閘」。
「我們設計了很多產品，但在遠程開戶的問題
上還在等待監管的批准。因為監管不能因為一兩
家銀行而放鬆規則，怎樣穩妥地推進，監管部門
還是很謹慎。」俞勝法表示，即使暫時不能辦理
開戶，他對網商銀行的開業仍持樂觀態度：「我
們做了一些調整，有些業務是不需要依靠賬戶或
可通過其他賬戶來實現，如簡單的個人貸款業
務，可以先做。」

目標客戶是電商平台上的個人
據了解，網商銀行第一款產品是貸款業務，目
標客戶群體主要是電商平台上的個人賣家和個人
創業者。「利率定價還沒有最後出來，這還要取
決於我們的融資成本和風險成本，但我們會堅持
一個原則，就是盡可能降低融資成本，讓利客
戶。」
網商銀行最大股東、持股30%的螞蟻金服CEO
彭蕾稱，網商銀行的考核目標不是資產規模、利潤
率，而是服務的中小企業客戶數、海量消費者以及
客戶忠誠度。又指網銀的金融雲技術能力、基於大
數據的風控能力，會開放給其他金融機構。

中國經濟增長續放緩 進口需求較預期差
銅主要需求國中國於過去數個月曾多次實施寛鬆政
策刺激經濟，在最新公布的中國 6 月匯豐 PMI 製造業

正峰擬轉型發展醫療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正峰集團(2389)首席執行官劉學恒
於傳媒午宴表示，公司計劃在兩年內轉型為發展內
地醫療業務，未來朝 3 個方向發展，包括將城區工
業用地改為養老用地、醫療基礎設施用地 PPP(公私
合作模式)項目投資，以及建設專科醫院。又指不排
除會與北京控股(0392) 旗下醫療及養老業務有合作
或併購機會。
劉學恒表示，隨着內地人口老化，追求健康長壽，
以及受惠於北京政府政策支持，所以看好安老醫療市
場。公司希望在年底前將公司 20 億元現金投入作發
展，今年未有融資需要，明年或會以發債形式融資。
醫療基礎設施用地 PPP 項目投資方面，劉學恒指
正與河北省和安徽省商討合作的可能，公司未有計
劃參與營運，該項目回報率為9%。另外，公司亦與
內地保險公司商討，希望在城區內建設養老社區。
建設專科醫院項目會集中於北京和上海，主要由
退休醫生及臨時醫療團隊組成，並將會發展兒科手
術、骨科、心腦血管科等康復中心等，因利潤率高
及較好管理，估計專科醫院淨利潤可達 20%，首個
項目最快年內落實。

主要用於「一帶一路」沿線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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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債券發行是國際金融市場首筆以「一帶一
路」為主題的債券，是中國銀行業迄今規模最大的
境外債券發行。中行以在「一帶一路」沿線的阿布
扎比、匈牙利、新加坡、台北、香港等 5 家境外分
支機構作為發行主體，籌集資金將主要用於滿足
「一帶一路」沿線分支機構的資金需求。

指數終值，由上月的 49.2 提升至 49.6 的三個月高位。
然 而 ， 有 分 析 機 構 對 此 數 據 並 不 看 好， 金 融 機 構
INTLFCStone 稱：儘管數據向好，但經濟增速仍在放
慢，現在斷言中國經濟正在反彈為時尚早。
中國海關總署於近日公布，中國 5 月份精煉銅進口
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2.7%至 27.54 萬噸。今年首五個月
中 國 精 煉 銅 產 量 為 310 萬 噸 ， 僅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9.5%，主要因利潤增加而提振生產。而數據除反映中
國國內供應維持充裕外，未來數個月銅進口需求亦可
能將進一步減少。
另外，中國企業銅融資需求仍然疲弱。根據倫敦商
品諮詢公司 CRU 的預計，隨着中國削減從住宅到家電
的各類支出，這個全球頭號銅消費國的銅需求增速料
將減緩至九年來的最低水平。據CRU估測，2015年全

球銅需求將增長 2.8%至 2,210 萬噸，創下三年來最低
年度增幅。

全球銅產量續增 庫存下降惟出口未升
世界金屬統計局（WBMS）周三公布的報告顯示，
今年1-4月全球銅市仍然出現了15.9萬噸的供應過剩，
令全球銅庫存增加了 21.2 萬噸。全球精煉銅產量較去
年同期增長了 1.5%至 611 萬噸，當中以中國產量增幅
較為顯著，為 18.3 萬噸，亦反映了中國進口需求可能
將持續疲弱。

期銅價格走勢圖

基本因素分析

楊益指出，香港是國際自由港和國際航運、金融、
貿易中心，具有得天獨厚地理優勢和優良營商環境，
也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廈洽會作為中國國際
投資貿易洽談會的延續和提升，是促進香港雙向投資
和國際資本與項目融合的重要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銀行昨
日完成「一帶一路」債券發行定價。該債券包括固
定利率、浮動利率等兩種計息方式，人民幣、美
元、歐元、新加坡元四個幣種。據悉總規模35.54億
美元的債券在國際金融市場反響熱烈，亞太、歐
洲、中東等地投資者廣泛認購，獲共計 120 億美元
認購額，超額認購倍數 2.4 倍，最終發行規模達 40
億美元。
美元債券分10億美元三年期、8億美元五年期和5
億美元10年期債券，定價分別確定為美國國債+115
個基點、+125 個基點和+157.5 個基點。據路透旗下
IFR報道，該筆美元債共獲103億美元的認購額，其
中三年期獲 240 個賬戶、40 億美元認購額，歐洲和
美國離岸賬戶中的 22%和 8%金額集中在 10 年期債
券。從投資者類型看，資產和基金經理佔了 10 年期
債的60%，銀行賬戶則佔五年期美元債的51%。
離岸人民幣 20 億元規模、兩年期債券的定價最終
在 3.6%，獲 101 個賬戶、33 億元人民幣的認購。亞
洲投資者認購佔比 73%、中東客戶佔 10%、歐洲客
戶佔17%。
而四年期 5 億新加坡元債券定價最終確定為
2.75%，獲 78 個賬戶 13 億新加坡元認購。其中新加
坡投資者佔 74%認購額，其餘為香港、馬來西亞等
賬戶，投資者中以保險公司和銀行為主。
中行還同時發行了 5 億歐元三年期浮動利率債
券。

中國需求預期落空 料銅價難有起色
周二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期
真知灼見 銅收漲逾2%，報每噸5,780美元，此
前銅價曾觸及三個月低位 5,642.50 美
元。而本次上升主要受最新公布的中
國 6 月匯豐 PMI 製造業數據及倫敦金
屬交易所（LME）銅庫存持續下降等利好消息提振。
然而，中國工業金屬需求通常都會在第三季放緩，加
上中國企業銅融資需求亦仍然疲弱，以及全球銅產量
續增，預料期銅價格反彈應難以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中華包裝
（1439）財務總監胡宗明昨表示，公司投入4,000萬
元(人民幣，下同)建立的第一條石頭紙生產線已正式
投產，預計一年半後錄得收益。生產線上半年產能
約 5,000 萬平米，產能利用率為 40%至 50%，若年
底市場反應良好，公司或新增第二條生產線。
他介紹，製造石頭紙主要使用石灰粉，而無需木
材，在降低造紙污染的同時，石頭紙亦有防水、防
蟲等性質。目前公司生產的石頭紙全部自用，但產
量增加之後亦會開始出售，現時石頭紙售價為每平
米3至4元，毛利率15%至20% 。
胡宗明指，公司是全國首家將石頭紙用於包裝產
品的企業，用石頭紙製作的包裝箱或手袋，毛利率
可達 30%。由於運輸成本等因素，石頭紙包裝產品
現僅於江蘇省出售，多用於海鮮及食品內包裝，日
后將開發更多用途。他亦透露，公司或會收購華北
地區的造紙廠，因早前已向建行籌得 1 億港元，短
期內再無集資計劃。此外，公司已被評為高新科技
企業，所得稅可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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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俞
晝 杭 州 報
道）浙江網商
銀行昨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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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信用進
■浙江網商銀行手機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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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浙江傳真
行該業務。
在開業儀式上，網商銀行行長俞勝法指出，小
微企業、個人消費者和農村用戶是網商銀行的三
大目標客戶群體，網商銀行將探索一套新的運營
方式服務這三類客戶。在貸款額度上，每位客戶
貸款上限為 500 萬元人民幣。在存款方面不會積
極搶存款，亦不會單打獨鬥，未來可能會將客戶
推介予同業 ，公司不會以息差作為主要收入來
源，亦未有訂立盈利指標。
對於網商銀行未來數年的規劃，俞勝法表示，
現在的小微企業 1,000 多萬家，個體工商戶 4,000
多萬，合計約 6,000 萬，網商銀行希望五年內覆
蓋到1,000萬的小微企業或者個體創業者。

中華包裝年底或增生產線

■廈門市副
市長倪超。
張偉民 攝

中行「一帶一路」債券超購

5萬餘名投資商參會。
其中，「中國－新西蘭市長論壇」將與 2015 廈洽會
同期舉辦。屆時新西蘭 13 個參會城市和內地 15 個城市
將在大會聯合設立「中國－新西蘭投資合作展」，並
配套舉辦系列項目對接活動。
倪超表示，建設自貿試驗區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戰略支點城市，為廈門提供了發展機遇，亦為港商帶
來商機，深化两地經貿合作和交流交往。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貿易處負責人楊益於致辭時
表示，廈門是中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之
一，是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一。憑借其獨特區
位優勢，成為海峽兩岸區域性的金融服務中心、兩岸
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及大陸對台貿易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2015廈門國際投資貿易
洽談會將於9月8日至11日舉行，廈門副市長倪超昨率
團來港推介，她表示，今屆大會將圍繞「引進來」和
「走出去」兩大主題，包括積極服務「一帶一路」戰
略、助力福建自貿試驗區建設、以及打造「互聯
網＋」合作平台。

庫存方面，截至上周五，LME 銅庫存為 31.77 萬
噸，自 5 月 1 日起減少 2.33 萬噸。而上海期貨交易所庫
存自 4 月初以來已經減少一半，剩 12.52 萬噸。然而，
有業內人士稱，本次銅庫存下降僅是為了製造需求走
強實為假象，這些金屬其實轉而儲存在其他地方。

技術走勢分析
受最新公布的中國 6 月匯豐 PMI 製造業影響，本周
初 LME 銅價似有回升跡象，但全球銅市維持供應過
剩，加上主要需求國中國需求仍然疲弱，預料銅價升
勢或未能持續。同時，COMEX 市場基金淨空繼續大
幅增加，根據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的數據顯
示，截至 6 月 16 日當周 COMEX 期銅非商業性持倉空
頭達到 70,047 張，較此前上升了5,988 張。建議投資者
可於每噸 5,820 美元沽 LME 期銅，目標價 5,300 美元，
止蝕位5,950美元。

英皇期貨營業部總裁葉佩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