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證監新

主席劉士余大派定心丸，周一滬深兩市高開高走，市

場人氣回暖，多頭大舉進攻。盤中滬指最多升近

5%，創業板指更一度飆近6%。惟受銀行股插水拖

累，大市有所回調，最終滬指收漲1.75%，深成指漲

3.22%，創業板指依然勁升4.56%。兩市成交較上周

五放大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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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余在上周末的記者會上談
及新股註冊制時提到，註冊

制怎麼搞需要時間好好研究，不能
單兵突進；對於投資者擔憂「國家
隊」不再救市，他強調中國證券金
融公司的退出為時尚早，未來市場
有需要的時候仍然應果斷出手。

監管層表態利好氛圍
另外，他明確表示，未來幾年不
具備推出熔斷機制的基本條件。外
界普遍認為，上述表態穩定了市場
預期，將為A股市場中長期向好發
展，提供強大支撐。
周一早盤周邊市場普遍上漲，A

股三大指數均跳空高開，其中滬指
升0.7%，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分別高
開1.1%和1.4%。開盤後，指數一
路高走，兩市交投活躍。午後做多
熱情愈發高漲，盤中再度上攻，創
業板指漲幅擴大至近6%。但約13
點45分，北京銀行突然插水，帶動
銀行股整體走低，兩市漲幅收窄。
截至收盤，滬指報2,859點，漲

49 點或 1.75%；深成指報 9,665

點，漲301點或3.22%；創業板指
報2,023點，漲88點或4.56%。兩
市共成交5,040億元，較上一交易
日大增2,000億元。

滬股通資金連續7日流入
當日滬股通淨買入7.05億，滬股

通資金已連續七日流入，累計達
58.57億。
行業板塊普漲，軟件服務、裝修

裝飾、醫療等板塊漲幅居前，約為
5%。兩市僅銀行板塊收綠，微幅
下挫0.3%，北京銀行跌逾2%，興
業銀行跌逾 1%。兩市近百股漲
停，5 股跌停；661 隻個股漲超
5%；僅32股下跌。
巨豐投顧郭一鳴認為，「兩會」

即將結束，後維穩行情或開啟，在
縮量之後，股指放量上行，短期新
反彈有望據此開啟。瑞銀證券中國
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亦提到，隨着
投資者諸多憂慮得到緩解，股市有
望出現溫和反彈，預計未來一個季
度，滬綜指及滬深300等指數的上
升空間約一成。

註冊制怎麼搞
需時間研究

「國家隊」
必要時會出手

熔斷機制暫
沒條件出台

中證監主席派三大定心丸

■中證監新主席劉士余大派定心丸，周一滬深兩市高開高走，市場人氣回
暖。圖為股民在南京一家證券營業廳關注股市行情。 新華社

消費蓬勃 滬金融案件猛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近年來，內地金融消費市場蓬勃
發展，糾紛亦隨之增多。上海市第二
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召開金融消費合同
糾紛典型案例新聞發佈會，據指，
2015年該院金融庭金融案件結案534
件，較2014年的220件飆升了143%。
上海二中院副院長吳金水表示，希望
通過上述形式，充分發揮司法保護金
融消費權益的作用，暢通金融消費糾
紛多元化解決渠道。
同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亦

舉行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系列審判
白皮書發佈會。據浦東法院金融庭庭
長王鑫介紹，隨着內地金融市場的不
斷創新、和互聯網業務的全面滲透，
金融交易模式也逐漸從傳統的線下交
易，走向多元化的在線交易，出現了
諸如第三方支付、P2P網絡信貸、網絡
銷售保險、互聯網理財、眾籌等互聯
網金融業態新模式，相應的糾紛也隨
之呈現出新穎性、複雜性、涉眾性的
特點。
浦東法院提供的數據顯示，五年以
來，浦東法院共受理涉銀行金融消費
案件 49,393 件，其中，2015 年受理

15,746件，較2014年增長22%。就案
件類型來說，消費貸款類案件仍是涉
銀行金融消費案件的主要構成部分，
而其中信用卡欠款案件、車輛貸款案
件更是合計佔涉銀行金融消費案件總
量的92%。

創新產品結構設計不成熟
王鑫提到，為了適應全面深化金融

改革的總體要求，同時應對互聯網金

融對傳統銀行業帶來的衝擊和挑戰，
各銀行紛紛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創新產
品，但相關金融創新產品結構設計尚
不成熟，配套制度亦不健全，導致消
費者權益受損情況時有發生。比如，
自2015年下半年起，涉互聯網第三方
支付的未授權支付案件數量短期內增
長迅速，僅半年時間便達20餘件，佔
到同期銀行為被告的金融消費案件的
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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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銀行債轉股或難大規模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有消息指，內地

為支持實體經濟，將出台文件允許商
業銀行在不良資產處置領域實施債轉
股。對此，中投證券認為，目前商業
銀行資本充足情況並不寬裕，實際能
承接的債轉股總規模有限。
中投指出，站在銀行角度分析，破
產清算與債轉股兩種方式具有不同後
果。
從銀行監管角度看，現有不良貸款

需佔用150%的不良撥備，同時佔用
100%的資本。若企業破產清算，一方

面要核銷債權金額100%的撥備，另方
面可釋放出多佔用的50%撥備，同時
釋放出佔用的100%資本。
若實施債轉股，則銀行首先可轉回

被佔用的150%撥備金額，但需要對轉
換後的股權計提400%（2年後提高至
1250%）的資本佔用。
從銀行利潤表看，如果破產清算，
雖然當年核銷的不良債權通常會影響
當年會計淨利潤（因為核銷的是撥
備，而撥備是歷史年度計提），但從
商業實質上看，相當於銀行當年確認

了該筆利益的損失。
如果債轉股，則把不確定性延

後，如果企業重組、扭虧成功，銀
行持有的企業股權甚至有盈利的可
能。

恐拖延去產能不利調結構
報告認為，若債轉股推行規模太

大，反而拖延去產能進度，不利於調
結構目標的實現；但若債轉股適量、
精準推行，則可成為促進結構調整的
有力工具。

傳央行召集銀行開會查首付貸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中國人民

銀行上周召集全國各大商業銀行的官
員在深圳召開會議，強調嚴格遵守個
人住房抵押貸款的規章制度，會議並
強調要加強首付審查。

籲抵押貸款不宜過度競爭
據彭博通訊引述要求匿名的知情人

士表示，央行告誡銀行不要在個人住

房抵押貸款方面過度競爭。另外，銀
行還被要求加強首付審查。會議提
出，商業銀行應把握房貸規模，不要
過度壓低個人房貸利率。
此次會議的召開正值深圳經歷住宅

價格飆升，1 月份房價同比上漲
52%。
市場越來越擔憂貸款市場面臨的風

險，官員們也在警告部分一線城市的

房價漲幅過大。
知情人士上周表示，當局正計劃推

出措施，打擊發放貸款作為買房首付
的行為。
包括央行和中國銀監會在內的金融

監管部門將要求商業銀行對於住房貸
款申請嚴格審查，如果首付資金來自
高槓桿融資類貸款，則不應發放貸
款。

外匯佔款減幅收窄
香港文匯報訊據人民銀行昨

日發佈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
表，2月央行口徑外匯佔款為
239,813.38 億元(人民幣，下
同)，1月央行口徑外匯佔款為

242,092.21億元，以此計算，2
月央行口徑外匯佔款減少
2,278.83億元人民幣，降幅較上
月收窄逾六成。1月央行口徑外
匯佔款減少6,445.38億元。

國家電投購澳洲風電企
香港文匯報訊外媒報道，中國國家電力投資集團

公司(簡稱國家電投)已經與西班牙桑坦德銀行簽署協
議，收購該行在風電公司Taralga Wind Farm Pty
Ltd的100%股份，後者的估值約為3億澳元(約2.27
億美元或14.74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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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新生代企業家聯合會訪港期間拜訪了瑞銀、國泰
君安、長江證券、工銀亞洲、中泰國際、中國亞太資

產及產權交易所等40餘家知名金融機構，劉楓詳細介紹了
陝西各項經濟建設情況及新生代企業家聯合會的現狀及未
來規劃。會談中劉楓表示，陝西的發展有五大優勢，包
括：區位交通優勢，連接全國交通要道，物流成本低；深
厚的歷史文化，旅遊資源豐富；自然資源和能源豐富；科
教綜合實力強，勞動力資源豐富；經濟基礎好，尤其是工
業基礎雄厚。他希望各金融機構多了解陝西經濟及陝西企
業的現狀，尋求更多的合作機會。聽取了劉楓的介紹後，
各金融機構闡述了各自當前的主要服務範圍及優勢，雙方

就境內外投融資、上市服務、商業合作模式等環節進行了
深入的交談。與會機構均表示，當前是國家「一帶一路」
戰略實施的關鍵期，非常看好陝西經濟的發展，未來兩地
還需要進一步將加強商務交流，推動具體項目的實質性合
作，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陝港合作共贏。
陝西省新生代企業家聯合會，主要是由陝西省青年企業

家，青年經營管理者以及工商界、金融界、法律界的青年
才俊構成，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機構。聯合會會員
的年齡主要集中在25至45歲之間。與老一輩企業家們相
比，新生代企業家具有年紀輕、學歷高、起點高等特點，
是陝西省未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文化通行之名家書畫邀請展日前假香港大會堂高
座展廳舉行。是次展覽由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主
辦，文化通行國際有限公司支持，逾三十位書畫家
參展。前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理事
長李國強，文化通行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祉穎，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清煥，香港中華文化
總會副會長、香港孟子學院院長謝緯武，國際扶輪
3450地區總監彭志宏，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會長
劉若儀，香港蘭亭學會主席李錦賢主持剪綵儀式。
參展展覽的書畫家包括：李錦賢、林文傑教授、香
根泰教授丶鍾建新教授丶舒崇雲丶錢廣信、陳勉良
丶沈桂林丶賴昌平丶梁兆隆丶黃傑力丶郭勝霞及劉
若儀等三十位兩岸四地畫家。黃祉穎在致辭中表
示：「中國文化每一個新的世代裡，都有不少優秀
的藝術家，既背負着悠久的中國文化承傳責任，又

有向前創新的使命。在二十一世紀的藝術發展路途
上，作為中國藝術家應有的態度，是要先肯定自己
的靈魂的身份。」李錦賢則表示：「是次展覽，參
加展覽的書畫家來自兩岸四地，都為中華文化藝術
的發展和弘揚作出了貢獻。」

一向致力為香港弱能兒童提供多方面服務的香港
弱能兒童護助會，於3月14日假香港哥爾夫球會伊
甸場舉辦慈善高爾夫球日。會長許子石及主席李偉
文表示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於六十年前成立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幫助患有肺結核和
小兒麻痺的兒童，並一直資助醫院管理局未能涵蓋
的項目。是次活動所籌募之善款，將用作資助該院
購置醫療及相關設備。」
李偉文對活動多個贊助商及其他各界人士之慷慨
捐助致萬分謝意，當中包括場地贊助商香港哥爾夫
球會、冠軍挑戰賽贊助商Kiehl's、獎金贊助商富通

保險等。比賽更特設一桿進洞大獎，獎品非常豐
富，得獎者將獲得由瑪莎拉蒂贊助送出價值港幣約
一百萬元的Ghibli型號名車一輛。活動更邀請到
2015年匯豐銀行青少年8歲排名榜8歲組別冠軍，
亦是2014年的FCG國際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冠軍
劉弦出席，接受參加者的挑戰，同場揮桿比拼。
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教授與是次活動受惠機構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淵源甚深，曾帶領該
院其中一隊臨床骨科醫生，共事近三十載。他呼籲
愛好高爾夫球的朋友踴躍支持是次活動，為殘疾兒
童謀取更大福祉。

香港弱能兒童護助會舉辦慈善高爾夫球日

文化通行之名家書畫邀請展隆重舉行

3月1日至7日，陝西省

新生代企業家聯合會以執

行會長劉楓為代表，赴港

展開商務交流。此行陜西

企業家們希望可以抓住

「一帶一路」發展契機，

主動出擊推介陝西優質企

業和項目，以應對經濟下

行壓力，吸引和對接在港

金融機構來陝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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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為文化通行之名家書畫邀請展剪綵

「一帶一路」陝港合作空間巨大
陝企業家赴港洽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