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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對於上周末同步降準、降息的措
施，人民銀行昨日發文表示，當前在需要增大貨幣政策支持力度的時候，
利率工具及準備金率工具都有使用空間，降準措施也不直接擴大央行的資
產負債表，不屬於非常規的QE措施。
央行在其官網發文稱，國外實施QE的背景是名義政策利率已經觸及

「零」下界，難以再通過常規的降息方式來使實際利率下降和增大貨幣政
策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才不得不採取直接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非常規辦
法來支持經濟，也就是購買一定數量的特定資產（如某些債券），所以才
被稱為「量化」的寬鬆政策。
而中國此次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顯然都是很傳統的、常規的貨幣政

策措施，並不是QE。中國尚未面臨「零利率」的約束，名義利率水平仍
在「零」之上，此外存款準備金率也相對較高。此次「雙降」是根據經濟
物價以及流動性形勢變化所作的合理的、必要的政策調節。

中國利率管制已基本放開
對於此次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央行表示，這標誌着中國的利率管制已經

基本放開，利率市場化進入新的階段。利率市場化有利於促使利率真正反
映市場供求情況，為中央銀行利率調控提供重要參考，從而有利於貨幣政
策調控方式由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變。
央行表示，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後，中國的利率市場化開啟了新的階段，

核心就是要建立健全與市場相適應的利率形成和調控機制，提高央行調控

市場利率的有效性。
央行提出，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後，仍將在一段時期內繼續公佈存貸款基

準利率，作為金融機構利率定價的重要參考，並為進一步完善利率調控框
架提供一個過渡期。待市場化的利率形成、傳導和調控機制建立健全後，
將不再公佈存貸款基準利率，這將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易綱：更要健全利率調控體系
而央行副行長易綱近日就放開存款利率上限與專家座談時表示，利率市

場化並非一放了之，利率仍然是需要調控的。他指出，要根據逆周期調控
的需要和宏觀調控的整體取向，對利率進行調控。具體講，要根據國家發
展戰略的不同階段，以及不同的通貨膨脹周期，來進行必要的利率調控。
因此，在利率市場化的同時，更要強調健全央行的利率調控體系，建立更
好的金融市場利率傳導機制。
易綱表示，利率市場化是金融產品多樣化發展的重要渠道。利率市場化

可為貨幣政策轉型創造基礎條件，如果利率行政管制基本取消了，商業銀
行就會更加獨立的以市場化的方式去面對客戶的需求和競爭的壓力。

人行：「雙降」屬常規貨幣政策非QE

2015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前十大富豪

排名 富豪 財富
1. 王健林 300億美元
2. 馬雲 218億美元
3. 馬化騰 176億美元
4. 雷軍 132億美元
5. 王文銀 121億美元
6. 李彥宏 104億美元
7. 何享健 93億美元
8. 許家印 87億美元
9. 劉強東 78億美元
10. 丁磊 75億美元

資料來源：福布斯

■人行昨發文表示，當前在需要增大貨幣政策支持力度的時候，利率工具
及準備金率工具都有使用空間，降準措施不屬於非常規的QE措施。

資料圖片

雙降提振有限 滬指小漲0.5%
兩市成交逾1.1萬億「妖股」集體跌停

王健林重奪福布斯內地首富

﹁
雙
十
一﹂
料
發
送
快
遞
1.4
億
件

自去年11月開始，央行已經累計降息6次，存款利
率下調幅度達1.5個百分點；普降存款準備金4

次，下調幅度為2.5%，目前存貸款基準利率再創歷史
新低。專家預計，「全面降準＋定向降準」的組合，
可以釋放約7,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流動性。
昨日三大指數高開幅度均超過1%，但在開市後卻無
一例外掉頭向下，之後略企穩，衝高後再度回落。午
後題材股開始活躍，滬指摸高3,457點，無奈兩波插水
接踵而至，指數瞬間翻綠，3,400點幾乎迫在眉睫。最
後半小時迎來小幅反彈，助力滬綜指翻紅。

政策預期中 反響不強烈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429點，上漲17點或0.5%；

深成指報11,687點，漲84點或0.73%；創業板指報
2,527點，跌10點或0.43%，兩市成交擴大至逾1.1萬
億元。
有分析師指，雙降是在預期之中的事，因此股市反
響並不強烈，反而有獲利資金出貨，令大市高開低
走。但雙降對股市仍是利好，能刺激市場情緒，並會
進一步引導無風險利率下行，股市反覆向上的趨勢不
變。
興業證券的分析報告指，當前A股市場反彈很可能
成為結構性泡沫，且波動大，一方面實體經濟運行情
況並不支撐典型的牛市，配資槓桿在「股災」之後亦

被控制，故風險偏好的持續性不強，增量資金總是猶
豫不決；另一方面，寬鬆的貨幣環境又不同於歷史上
的熊市特徵，A股錢多任性，所以高波動難以避免，泡
沫此起彼伏，短期來看，「雙降」固然可喜，仍要重
視操作節奏。

能源互聯網概念股強勢
中證監上周五公告，擬對12宗操縱證券市場案件作

出行政處罰，累計金額超20億元創今年以來紀錄。近
期持續走強的多隻「妖股」昨日集體暴跌，特力A，海
欣食品、上海普天、鍵橋通訊等紛紛跌停。
國家能源互聯網行動計劃初稿已完成，能源互聯網

概念股強勢上漲，遠光軟件、愛康科技等8股漲停。中
日韓三國首腦峰會基本確定11月1日舉行，午後中韓

自貿區概念股亦快速啟動，收盤板塊漲超4%，大連
港、時代萬恒直線漲停。工信部五舉措推動智能製
造，多家上市公司開展試點，機器人概念也有所表
現，板塊漲幅超過3%。
隨着上市公司三季報逐步披露，社保基金三季度末

持倉情況曝光。據證券時報數據中心統計，截至26
日，社保三季度末現身169隻個股前十大流通股東名
單，合計持有股數為122.40億股，市值達970.53億
元。169隻個股中，新進42隻，增持49隻，減持51
隻。
同時，險資持倉情況也浮出水面。三季度末保險現

身117隻個股的前十大流通股東，合計持有股數為
87.20億股，市值達924.89億元。117隻個股中，新進
44隻，增持33隻，減持33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受到央行「雙降」利好提振，上證綜指昨日

大幅高開逾1%，但開市後指數並未高歌猛

進，盤中數度衝高均快速回落，最終小幅收

漲0.5%，深成指也微升0.73%。創業板指大

幅震盪，振幅超過3%，收市跌0.43%。另一

方面，在中證監巨額罰單震懾下，前期暴漲

的多隻「妖股」集體跌停。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中國的富豪們來說，2015又
是大展宏圖的一年。昨天公佈的2015年福布斯中
國富豪榜上前一百名成員，財富總和從一年前的
3,760億美元躍增至4,500億美元，增幅近20%。
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重新奪回首富之位，
財富從去年的132億美元猛增至300億美元。
去年底，萬達集團房地產旗艦公司萬達商業地

產(3699)在港交所上市。今年初，萬達電影院線又
成功在深圳中小板上市，讓王健林在中國富豪榜
上的排名從去年的第四躍升到今年的榜首。
作為去年的中國首富，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

在今年跌至第二位。阿里巴巴去年那場規模創紀
錄的IPO極大地提振了投資者情緒，不過眼下這
股早期熱情已經減退。馬雲擁有218億美元財富，
高於去年的195億美元。

百度掌門人下跌四位
排名第三的仍然是馬化騰，在互聯網三巨頭中

他的財富增加最多，從去年的144億美元增至176
億美元。而去年的榜單亞軍、百度掌門人李彥
宏，就不如馬雲和馬化騰表現得好了。他的排名
較去年下滑四個位次，名列第六，而且財富從去
年的147億美元縮水到104億美元。
其他上榜的科技界知名人物還有互聯網媒體樂

視網CEO賈躍亭(第17 名，60億美元)，他的財富
在過去一年猛增41.5億美元。在硬件方面，周群
飛憑借59億美元財富排在第18名，其藍思科技是
蘋果公司(Apple)的觸屏供應商之一。無人機製造商
大疆創新的創始人汪滔，首次上榜就以36億美元
排在第38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江蘇省昨日
在本港舉辦大閘蟹推介會，當地的蘇南、中、
北均有經銷企業與本港業界簽訂了貿易合同。
江蘇省海洋與漁業局局長湯建鳴在接受媒體訪
問時透露，當地出口到香港的大閘蟹年年都有
增長，目前約為每年1,000噸左右，未來還有
很大的上升空間。目前的整體出口量約為每年
2,000噸，除香港外，還出口到台灣、澳門、
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和地區。
湯建鳴表示，江蘇省擁有陽澄湖、太湖、洪
澤湖等多個大閘蟹品牌，當地業界廣泛運用信
息化技術，政府亦加大了投資，因此螃蟹的質
量安全有保證，尤其是出口到香港的有嚴格的
檢測標準，「都有二維碼，掃描後可以知道
（產自）江蘇哪個市、哪個湖泊養殖的，甚至
可以查到生態環境和公司名」。
售價方面，他稱規格大的螃蟹價格去年有所
降低，但今年又迅速回升，相信這是市場回歸
的正常反應。

加深雙方漁業合作 互利共贏
之後湯建鳴又在推介會上致辭稱，多年來江

蘇大閘蟹的生產面積、產量產值和品牌美譽度
等始終位於全國之首，已成為全省乃至全國農
產品中影響最大、優勢最突出、市場競爭力最
強的產業之一。他又稱，江蘇和香港情緣深
厚、發展願景相同，兩地不斷加強漁業交流與
合作，取得了顯著效果，希望通過此次推介
會，進一步加深雙方的漁業合作，「以蟹為
媒，共謀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據該省政府披露，2014年全省水產養殖總面

積為76萬公頃，實現水產品總產量518萬噸，
漁業產值1,470億元（人民幣，下同），漁業
經濟總產值2,500億元。河蟹的養殖面積為400
萬畝左右，產量為30萬噸，佔全國的60%，
產值為270億元。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副特
派員宋如安，中聯辦行財部副部長李載林、孫

忠新、處長周松華，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文
明，協調部處長姚銘，中聯辦仇主任秘書張
寧，鍾山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宏亮，農行香港分
行行長李志成，中移動香港董事長范雲軍等多
位政商界人士出席了大閘蟹推介會及晚宴。

江蘇與港簽大閘蟹貿易合同

攜程百度去哪兒換股拓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攜程旅行網宣佈與百度達成股權

置換交易，百度將通過此交易完成前擁有的
178,702,519股去哪兒網A類普通股和11,450,000股
去哪兒B類普通股，置換成11,488,381股攜程增發
的普通股。百度和攜程還將在產品和服務領域開展商
業合作。該項交易的股票置換比例是每個去哪兒美國
存託憑證可轉換成0.725個攜程美國存託憑證。交易
完成後，百度將擁有攜程普通股可代表約25%的攜程
總投票權，攜程將擁有約45%的去哪兒總投票權。

穗正式實施公積金貼息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為緩解公積

金貸款額度緊張，穗備受關注的《廣州市住房公積
金貼息貸款實施辦法》26日起正式實施，符合公積
金貸款條件和受托銀行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條件的
繳存職工可申請住房公積金貼息貸款。同期，公積
金貸款個人最高額度從50萬元（人民幣，下同）調
整至60萬元，夫妻將從80萬元提高至100萬元。
中行客戶經理介紹，一般情況下如資料齊全，審

批流程約須13個工作日。上述人士續稱，比如在中
行辦理80萬元的商業貸款，可以享受8.7折利率優
惠，按人行公佈的最新利率(年利率4 .263%)、貸款
期限20年計算，每月還款額約為4,958元。而申請
公積金貼息貸款，貼息後實際每月僅需還款約4,537
元，每月少還約421元，20年總共省利息約101,040
元。相關人士也提醒，假如借款人連續3個月、累
計6個月逾期還款，將會終止貼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
報道）阿里巴巴旗下大數據物流
平台菜鳥網絡日前宣佈，根據菜
鳥網絡的預測，2015 年「雙十
一」期間快遞包裹同比增長將超
過30%，11月 11日當天將達到
1.4億件左右。據了解，菜鳥網絡
今年「雙十一」將投入1億元人民
幣用以激勵快遞公司提升配送效
率，全面保障天貓網購的物流體
驗。

跨境倉配等全部打通加入
菜鳥網絡總裁童文紅在2015年

快遞協會「雙十一」服務動員會
上表示，今年以來，電子面單全
行業覆蓋率已經超過六成，「雙
十一」期間有望超過八成，同時
大數據預測將首次覆蓋全行業半
數以上的快遞包裹，大數據物流
元年已經全面開啟。以此為基
礎，今年「雙十一」物流效率將

得到進一步提升。
「今年不再僅僅是快遞行業的

『雙十一』，跨境、倉配、農村
和末端配送等已經全部打通加
入」。在物流預警雷達升級的基
礎上，今年菜鳥網絡推出了升級
版的大數據平台「菜鳥天地」。
從時段預測全面躍升為動態實時
預報，覆蓋範圍涵蓋中國50%以
上的快遞包裹。
韻達相關負責人表示，根據第

一版的預測數據制定了今年的
「雙十一」擴容計劃，增加臨時
工4,000人，增加貨車5,240輛，
同時也增加了航空租賃噸位。
中通市場總監鄭超坦言，每年

「雙十一」快遞公司最發愁的就
是招分單員，招來了也要培訓半
年才能上崗。「大數據分單路
由」根據電子面單信息，可自動
計算出分單路徑，將包裹分到距
離消費者最近的網點。

■江蘇省海洋與漁業局局長湯建鳴。涂若奔攝

■■受到央行受到央行「「雙降雙降」」利好提振利好提振，，
上證綜指昨日大幅高開逾上證綜指昨日大幅高開逾11%%，，
最終小幅收漲最終小幅收漲00..55%%。。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近期，多隻內地基金發佈公告稱新增
H類基金份額，且在此當中多為準備南下
的基金。另有消息表明，目前至少有13
隻南下基金都已經修改基金合同，都在為
香港銷售做最後的準備。
南方基金近期一份公告就顯然在為南下

準備，公告稱南方優選價值混合型證券投
資基金已經修改基金合同，新增H類基金
份額，且僅在香港地區銷售。另外在銷售
渠道方面也規定了由獲得香港證監會許可
的中介機構進行，同時銷售行為應遵守適
用的香港法律法規規定。

此外，華泰柏瑞基金不久前也發佈公告表示為滿
足中港兩地基金互認業務的需求，增設H類基金份
額。中銀基金、廣發基金、工銀瑞信基金等之前也
都相繼發佈公告增加了正對香港地區定制的H類份
額，最早的甚至在7月，就在中港基金互認啟動消
息剛宣佈時便作出了調整。
香港浸會大學商業管理學碩士課程陳兆陽接受本

報採訪時表示，推動內地與香港的基金互認互通，
有利於增加兩地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且香港市場投
資者都為成熟的機構投資者，他們的加入也可以使
得內地市場培育和發展理性投資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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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
學商業管理學
碩士課程陳兆
陽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
本報上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