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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
內地手機生產商小米再一次「撈過
界」，計劃成立民營銀行。《每日
經濟新聞》報道指，內地上市公司
和邦股份上周五發公告，宣布公司
擬與小米科技及新希望等企業，共
同發起設立民營銀行，首期註冊資
本30億元（人民幣，下同）。
和邦公告表示，公司原來計劃出
資6億元至7.5億元，佔約20%至
25%股權，但因各參與發起方投資
意向踴躍，最終僅投資 1,500 萬
元，佔民營銀行總股本不超過
5%。不過，和邦其後於周日再發

公告，指民營銀行項目仍處於初步
磋商階段，參與主體、註冊資本、
經營範圍等事項均尚未確定，各方
未達成任何初步意向，公司最終能
否入股、入股金額及入股比例等均
不確定，並就早前的公告致歉。
事實上，小米自2013年底開始

進入支付領域以來，小米金融、小
米徵信逐步推出，故未來亦有機會
出現「小米民營銀行」。故有分析
指，今次小米「被披露」有意成立
民營銀行，意味着公司以低價手機
吸納一大班用戶後，有意發展金融
業務「吸金」。

小米傳30億建民營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新華社報道

指，人民銀行廣州分行昨日發布《廣東南
沙、橫琴新區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試點管理
暫行辦法》，允許在南沙、橫琴新區註冊成
立並在區內實際經營或投資的企業，以及參
與區內重點項目投資建設的廣東省轄內企
業，從港澳地區銀行借入人民幣資金。資金
使用範圍限於區內或境外，包括區內生產經
營、區內項目建設以及區內企業的境外項目
建設等，資金投向應符合國家宏觀調控方向
和產業政策導向。
跨境人民幣貸款的期限、利率由借貸雙方按

照商業原則在合理範圍內自主確定。人行廣州
分行將結合南沙、橫琴新區建設發展資金需求

和港澳人民幣業務發展，確定南沙、橫琴新區
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總規模，並實行餘額管
理。

中銀粵自貿區首發3億貸款
另外，中銀香港（2388）昨宣布，該行成功

與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合作，率先為廣東自貿
區內的廣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發放首筆3億元跨
境人民幣貸款。中行廣東省分行在該筆貸款中
擔任貸款資金監管行角色，中銀香港則充分發
揮離岸人民幣優勢，令融資成本比境內現有融
資價格明顯降低，讓實體企業獲得境外較低成
本的資金，進一步凸顯了中國銀行集團跨境業
務的領先地位。

南沙橫琴自貿區啟跨境人幣貸款

■小米傳計劃成立民營銀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A股市值自6
月中旬以來蒸發約兩成。在小股民唉聲嘆氣
之際，有外國媒體調查發現，內地不少富有
人士早在股災爆發前已預感股市過熱，紛紛
套現轉投海外資產避險，部分資金更在澳
洲、英國和加拿大掀起新一波購樓熱潮。不
過亦有外國地產公司揭發，部分內地投資者
因在A股蝕錢取消已完成的交易，令人擔心
A股波動將拖累國際地產市場。

英澳加掀購樓熱潮
路透社昨報道指，內地不少富人在今次股

災爆發前已成功套現。根據美銀美林報告，
內地投資大戶僅在今年首5個月就脫售3,600
億元人民幣，去年全年僅為1,900億元人民
幣，之前數年年均脫售金額為1,000億元人
民幣。儘管大部分資金最初會投資於流動性
資產，如美國國債以及瑞郎等避險貨幣，但
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外國地產銷售亦受到資
金歡迎。有悉尼蘇富比國際地產公司代理表
示，過去一周就售出兩套新公寓，買家為內
地人，亦有內地投資者正考慮一套1,380萬
澳元的房屋，作為股票的替代投資。
萊坊國際倫敦住宅研究部主管Tom Bill

認為，A股動盪令內地買家對倫敦等全球
「安全港」地產市場的興趣增長。根據商業

地產公司高力國際數據，上半年內地投資者在美國
地產投入約50億美元，高於2014年全年40億美元
的投資總額。
面對如潮而至的內地投資者，有海外民眾擔心，

未能迅速撤出A股的投資者將拖累國際地產市場，
特別是在中證監上周規定，上市公司大股東6個月
內不得減持之後。有溫哥華地產代理表示，有剛完
成交易的買家來電詢問能否撻訂，因為在A股今輪
股災中，損失了一大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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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中國沙
化土地面積173.1萬平方公里，其中80%在絲綢之路
經濟帶區域，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如何才能有效
治理沙漠化？答案將在7月28日至29日召開的第五
屆庫布齊國際沙漠論壇上揭曉。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駐華代表張世鋼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沙漠防治
方面，聯合國和中國政府正在探索政府與社會資本
共同參與的PPP模式，聯合國正在開展庫布齊沙漠
荒漠化治理的綠色經濟評估，力爭在論壇期間發布
相關報告研究成果。2015第五屆庫布齊國際沙漠論
壇由科技部、國家林業局、內蒙古人民政府、聯合
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秘書處聯合
主辦。庫布齊國際沙漠論壇秘書長、億利公益基金
會主席王文彪表示，今年的論壇聚焦「一帶一
路」，主題是「沙漠生態文明，共建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研PPP模式治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實習記者 李娣娣
蘭州報道）甘肅省政府副秘書長、蘭洽會組委會執
行副主任姜雲兵早前於新聞發布會表示，第二十一
屆蘭洽會以「共建『一帶一路』、推進互利共贏」
為主題，成功簽約項目 1,292 個，合同金額達
6,973.1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61.65
億元。其中簽訂外貿出口、境外工程承包及投資合
同17個，合同金額22.35億美元，為上屆的2倍多。
姜雲兵表示，本屆蘭洽會有46個國家參會，其中
18個國家參展，主賓國白俄羅斯副總理、聯合國工
業發展組織執行幹事等500多名境外賓客出席，較
歷屆參會國別最多、境外賓客人數最多、層次最
高，成為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一屆蘭洽會。
本屆蘭洽會共舉辦逾40項活動，包括絲綢之路合
作發展高端論壇、絲綢之路經濟帶智庫論壇、「一
帶一路」僑商項目對接會、絲綢之路經濟帶國際經
貿合作促進交流會、循環經濟國際項目對接會等主
題活動，首列「蘭州號」中亞國際貨運班列（蘭州
至阿拉木圖）發車，標誌着全國第九條、甘肅第二
條內陸國際貨運班列正式開通。
除主展館商品展銷成交9.57億元外，甘肅地方特

色館依托淘寶線下體驗館布展2萬平米，對蘭州百
合、苦水玫瑰、慶陽香包等逾5,000種省內特色產品
同步進行線上推廣和展示展銷，6天線上銷售逾
2,000萬元，現場銷售逾200萬元。

向日葵旅遊節20日舉行
另外，蘭州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李西新13日於新聞
發布會表示，第四屆中國向日葵文化旅遊節將於20
日在蘭州新區向日葵產業萬畝種植基地舉行，本屆
旅遊節以「西部人．在一起─綻放在『一帶一
路』上的向日葵產業」為主題，圍繞向日葵產業發
展，凸顯生態與文化、科技、產業的融合。

甘肅蘭洽會簽資6973億

受累小股災 豪華車在華銷售重創

配資炒股叫停 全國大整頓
紛公告遵守《意見》與做空A股撇關係

《華爾街日報》近期報道，在不到一年時間裡，投資
者通過米牛網總計借款 50億元（人民幣，下

同）。今年3月，米牛網向客戶提供高達5倍的槓桿。然而在
股市暴跌之後，目前的槓桿比率最高只能是兩倍。

暫停配資影響料不大
米牛網公告稱，成立至今從未在境內外參與過股指期貨交
易；米牛網的主要股東及管理層自從加入米牛網以來，亦沒
有在境內外參與過股指期貨交易。在撇清做空A股的同時，
亦表示堅決響應證監會有關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
的意見，因此停止股票質押借款的中介服務業務。
深圳金斧子相關人士指出，公司將遵守中證監《關於清理

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簡稱《意見》），以
前的存量配資業務，將盡量保護投資者利益。截至6月底，
金斧子配資用戶10.5萬戶，配資總額達15億元。該公司CEO
張開興表示，此次停止配資業務對公司整體影響不大，公司
亦有從事債券基金、股票基金等眾多理財產品的代理銷售。
最近吸引了人人網等領投的5,000萬美元B輪融資，將建設網
絡理財雲平台。在新平台上，包括投資顧問、理財師、投資
者三方一同完成「雲平台」的戰略升級。

責任歸咎幕後操縱者
另據財聯社消息，昨日上午證券監管當局突然訪問恒生電
子，約談多位高層。負責恒生HOMS系統的相關高層是本次
重點約談對象。業內人士表示，HOMS系統只是一個為私募
基金開發的技術工具而已，元兇是那些使用工具的幕後操縱
者，不過此工具的確存在強平的連環爆效應，千分之二的波
動足以引發市場恐慌。
以前通過配資公司爆倉的趙先生表示，贊成中證監的規

定。他稱在今年4月和5月看到股市節節大漲，拿出10萬元
通過1比5的槓桿配資50萬元，月息1分6，剛開始投資收益
升得很快，很快賺了20多萬元。不過隨着6月中旬以後股市
節節暴跌，他沒有錢追加資金，最後爆倉，不但20萬元投資
全沒了，10萬元本金亦輸光了。因此，現在他再也不敢找配
資投資股票。

公司失聯 涉資千萬
更糟糕的是，市場間甚至還有失聯配資公司，上海松特貸
配資網目前就無法打開，101名配資股民投入的985萬元本金
不知如何追討。松特貸網站頁面至截稿為止幾乎空白，只留
有一行字「目前系統正在升級維護中，請您稍後訪問」。其
他有關松特貸的交易軟件亦無法打開。
爆料者稱，該狀況已經維持了好幾天，自上周滬深股市強

勁反彈當日就無法打開，令配資者心焦如焚。目前受害人建
立了QQ群，有逾百人在想法追討近千萬元的本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李昌鴻 上海、

深圳報道）配資界開始受查。接近證監會人士透

露，根據監管層的要求與安排，場外配資清理整

頓工作已在全國範圍內啟動，目前不少配資公司

已經悄然暫停配資業務。昨日起，內地最大互聯

網配資平台之一的米牛網、尋錢網等配資平台陸

續發布公告，暫停場外配資業務。業界反映，目

前不僅是場外配資新項目暫停，老項目到期後亦

將暫停。

證監首「約談」恒生電子高層

部分公司續推 月息提高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證監前日發
布《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
見》（簡稱《意見》），內地券商恒生電子成為
首個「約談」對象。據《第一財經》報道，證券
監管當局昨日上午突然訪問恒生電子在杭州的辦
公大廈，約談多位高層，其中負責恒生HOMS系
統的相關高層是重點約談對象。恒生電子公告
稱，該系統只是一個為私募基金開發的技術工
具，稱之為引發股市波動主力的說法並不客觀，
亦非理性。

重點查詢HOMS系統
恒生電子於昨日上午7點30分發布公告，稱將

堅決支持並積極響應中證監的《意見》，又在公
告中闡述了HOMS的功能和狀況。公告稱，首先

HOMS只是一個為私募基金開發的技術工具。公
司於2012年5月正式啟用HOMS金融投資雲平
台，其目的是為適應陽光私募等中小資產管理機
構提升投資交易管理和風險控制能力的需要。
不過《第一財經》引述恒生電子一高層透露，當

天早上公司突然接到中證監通知，要求八點半在公
司待命開會。之後多位高層安排在不同會議室「約
談」，負責恒生HOMS系統的相關高層是本次重點
約談對象，整個約談過程持續約三個半小時。
公司內部人士認為，證監局此行應該不止針對

恒生電子一家。「肯定不止查我們，歸根結底監
管層是要對場外配資拿出一個合理的整頓方
案。」公司亦已在公告中強調，將嚴格按照《意
見》等法律法規和監管政策的要求清理整頓，規
範相關業務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部分
配資公司並不理會中證監的《意見》，仍然我行
我素。深圳金盈有道股票配資管理有限公司劉小
姐表示，公司仍可提供一比三的槓桿配資，投資
者是實名賬戶可規避中證監的監管和打擊。不過
她指出，受監管風險因素上升的影響，目前月息
為1分7，較以前提高了一成多，客戶要將錢直接
打到公司指定的賬戶，然後才給予其配資。
深圳豐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袁先生表示，其公

司同樣提供股票配資業務。對於中證監的《意

見》要求，上面有政策，下面自然有對策，並強
調股票配資業務並不是違法犯罪活動。該公司仍
可向客戶提供一比三或一比四的槓桿配資業務，
其月息分別為1分5和1分6。
在談到目前的客戶需求時，袁先生指許多股民

常常因為幾天的上漲好了傷疤忘了痛，不過經過
此輪大跌市，前來配資的股民的確有所減少。在
3月至5月，他每天要打幾個小時的電話談配資業
務，目前一天只有四五個電話；業務收入亦由幾
個月前大漲三四倍回落至目前的正常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內地經濟增速放緩
至25年來低位，前幾年風光無限的豪華車經銷商
利潤大跌。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A股在過去兩周
經歷大波動，令豪華車潛在買家財富受重創，內
地4S店（集汽車銷售、零部件、售後服務及訊息
反饋為一體的車店）客流量及訂單均錄得下跌。
在雙重打擊下，有4S店被迫推出更大幅度折扣優
惠，犧牲毛利谷銷量。
A股6月中旬後自高點回落，主要股指跌幅高達

30%。同一時間，平治4S店的客流量明顯減少，
路透社引述一家經銷商集團的高級經理指，旗下
部分平治4S店過去一個月客流量按年減少兩三
成。

加大折扣谷銷量
有寶馬車經銷商負責人表示，受內地經濟增長

放緩以及當局打貪影響，過去18個月豪華車銷量
一直疲弱。公司去年起推出九五折優惠活動促
銷，豈料未見明顯效果，便遇上A股過去兩周的小

股災，令潛在買家財富淨值受重創。
該負責人表示，近期已加大折扣力度，旗下店
舖亦暫停增聘人手。

車企紛降零售指導價
事實上，並非只有豪華車的銷量受挫，內地整
個乘用車市場均掀起減價大戰。根據研究公司
JATO Dynamics報告，內地乘用車的加權平均零
售指導價（MSRP）相對較高，約28萬元人民
幣。不過實際加權購車價自2012年以來穩步下
滑，目前略低於17萬元人民幣，主要與經銷商大
打折扣優惠有關。
為挽回客流，路透社報道，包括通用、福士在
內的一些車企，已重新調整在華定價策略，將
MSRP調低至接近當前的交易水平。
另外，中國汽車工業協會（CAAM）上周五下

調今年內地乘用車及商用車銷量，由 7%調至
3%，或是A股波動影響實體經濟支出的首個跡
象。■內地4S店近日客流量及訂單均錄得下跌。 資料圖片

◀米牛網網站公告指，響應中證監
《意見》的各項要求。 網上截圖

▲金斧子CEO張開興指公司將加大
綜合理財平台業務發展。 李昌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