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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加大去
槓桿力度，推
動資金去虛入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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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加大去槓桿力度，推動資金去虛入實。財新網昨天報道指，中國證監會

已經叫停部分涉及互聯網金融、遊戲、影視、VR（虛擬現實）四個行業的跨界定向增發，也

叫停了這四個行業的併購重組和再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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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打「山地」牌建旅遊大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茅台報
道） 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會長、貴州旅遊
形象大使曲歡出席貴州省旅遊產業發展大
會時表示，願做貴州「好聲音」的「擴音
器」和「共鳴箱」。
曲歡的第一次「美好黔行」是在2014年

3月。當年8月，在第9屆貴州旅發大會
上，她與其他10位名人一起獲邀擔任「貴
州旅遊文化大使」。她說，近兩年時間，
20餘次友好往來和交流活動的開展，從文
化交流、旅遊展會、經貿推介等多個領域
發揮了彩虹橋樑作用。
在一處名叫「土城」的景點，同期舉辦
的法國藝術家創作展示，讓這裡的「國際
元素」可觸可感。一個多月前來了50位法
國藝術家，在這裡體驗、創作，此番展出
的就是他們成果的一部分。據悉，這裡正

按照國際標準，聯合一批國際機構舉辦系
列文化體驗、探秘探險和體育賽事等活
動。

法國省長冀加強文化交流
法國塞納馬恩省省長讓·雅克·巴爾博
（Jean. Jacques. Barbaux）高大、胖碩而
健談，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很喜歡喝茅
台」。他說，土城體驗和創作讓他感到當
地的民風、民俗、服飾等等很有特色，
「特色或者個性，就是我們雙方應該交
流、可以交流的前提和基礎」。
約納省省長安德烈·威利埃 (Andr.

Villers)特別強調他來自一個盛產葡萄酒的
省份。他說合作有兩個層面，一是經濟，
二是文化，而文化是超越國度的，「就像
葡萄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茅台報道）
誓言堅守「生態」和「發展」兩條底線的
貴州，在5月10日開幕的第十一屆貴州省
旅遊產業發展大會傳出信息，將打「山
地」牌，力推全域旅遊對接世界。
國家旅遊局副局長王曉峰在開幕式講話
中希望貴州建成山地旅遊大省。他說，建
議貴州念好「山」這篇文章，加快開發避
暑度假、休閒養生、文化體驗、山地觀
光、戶外運動、汽車露營、科普探險、修
學旅行、裝備製造等一批具有山地和民族
特色的新業態，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

際山地旅遊目的地。

開發旅遊低空飛行項目
貴州省長孫志剛亦明確表示，將大力發

展山地旅遊。貴州將制定實施山地旅遊規
劃，加快建設一批山地旅遊景區景點高空
索道、人行棧道、車覽通道、觀景台，開
發一批旅遊低空飛行項目，讓遊客以不同
方式、從不同角度和高度欣賞貴州山地風
景，體驗「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
不同」的奇妙感受。推動旅遊與山地農
耕、山地工業、山地城鎮、山地建築深度

融合發展，豐富山地旅遊業態，以業態的
多樣化滿足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遊客需
求，打造貴州山地旅遊品牌。

力推全域旅遊對接世界
孫志剛說，貴州省將大力發展全域旅
遊，把全省作為旅遊景區來進行規劃建
設，開展旅遊資源大普查，編制全域旅遊
發展規劃，整合區域資源，把貴州全域打
造成公園、處處打造成景觀、村村打造成
景點，讓旅客感到「一山一水總關情、一
景一物都入心」，加快實現從「景點旅
遊」向「全域旅遊」轉變。
其實，自今年年初開始，以「山地公園
省·多彩貴州風」為主題的旅遊宣傳促銷已
全面推開。最新的動作，是貴州省委書記
陳敏爾率團，於4月19日至28日訪問韓、
柬、越三國，並在首站韓國，拉開貴州旅
遊品牌形象全球推廣序幕， 而國家旅遊局
的21個駐外辦事處則全球聯動。此前，已
有多位貴州省領導帶隊走進杭州、上海、
廣州、深圳等8個對口幫扶城市開展促銷活
動。《紐約時報》於年初推薦貴州為2016
全球最值得到訪的52個旅遊目的地之一。
與之呼應的是，法國《相約未知地帶—貴
州篇》，於4月底在法國國家電視二台播出
後，引起廣泛關注。
公開發佈的數據亦表明，今年一季度，
貴州接待遊客10,695.91萬人次，其中，接
待省外遊客5,748.97萬人次，佔53.7%。

「國際元素」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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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話稱，證監會鼓
勵上市公司發展實業，例如水泥企

業定增跨界做光伏產業是可以的，但跨界
做遊戲行業的定向增發就會被禁止。知情
人士指出，如果一家上市公司連主營業務
都做不好，跨界做跟主業完全不沾邊的虛
擬產業，通常都是打着併購重組的旗號進
行概念炒作，不斷吹高泡沫，最終損害的
還是投資者利益。

四類行業併購重組被禁
有投行人士表示，早在今年3月，中證

監就已經對上市公司跨界定增第二產業的
項目進行收緊，對該類項目進行「專項核
查」，但當時並未明確禁止上述四類行業
的併購重組，當時屬於小範圍設卡，監管
層希望資本市場的資金盡量的流向實體經

濟產業。
該投行人士也認為，上述四類虛擬產

業的估值存在很大泡沫，很難有明確標準
來判斷估值是否合理，只要邏輯可行即
可，不免引起市場諸多質疑。他舉行指，
票房注水在影視行業普遍存在，這種虛假
繁榮狀態對於影視行業來本身是泡沫，跨
界到影視行業的企業和資本有着極大風
險。而接近證監會人士指出，這類以炒作
題材為目的的併購重組行為，證監會肯定
不會再容忍放行。

冀資金流向實體經濟
和訊網認為，從到打擊期貨市場操

縱，到收緊中概股回歸及提醒殼資源炒
作，再到今日媒體報道的叫停跨界虛擬產
業併購重組……種種跡象表明顯示，監

管層正在全力驅趕資金「脫虛入實」。
此前，黑色系商品期貨瘋炒，頻現異

常交易，三大期交所近期陸續出台措施，
以上調商品交易手續費，調整交易時間、
交易保證金及漲跌停板幅度等招式為市場
降溫，黑色系商品期貨價格已回落。
對於近年來中概股大舉借殼回歸A股，

令殼股股價狂飆，市傳中證監或暫緩中概
股回歸，借殼、重組、IPO可能受限制。
中證監上周五表示，正在研究中。
本周一，《人民日報》援引「權威人

士」的觀點，提到「股市、匯市、樓市將
回歸各自的功能定位」。而近日市場更是
立刻傳出證監會叫停「虛擬」定增、併購
的消息。以上消息跡象上看，監管層正在
全力驅趕資金「脫虛入實」。同時也折射
出中國金融的整肅也已經悄然開啟。

遭禁跨界進入四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市傳中證監嚴控跨界定增，且官媒
又稱「國家隊」不宜頻繁高拋低吸，令
A股維持弱勢震盪格局，收市滬指小漲
0.16%，報2,837點；深成指和創業板指
更收跌，前者報9,781點，跌12點或
0.12%；後者收報2,034點，跌19點或
0.94%。兩市成交依然萎靡，僅3,931億
元（人民幣，下同）。
滬深兩市早盤受美股大漲激勵小幅高

開，滬指開盤升0.39%，報2,844點。
但跨界定增或被叫停的消息，迅速波及
A股。受此傳聞影響，兩市盤中一度插
水，滬指低見2,818點，跌幅近0.5%。
隨後有媒體指傳聞不準確，並援引內地
某大型券商投行人士稱，遊戲、影視等
行業目前遵從「一事一議」原則，併購
或定增收購「不盈利僅講故事的標的」
將被禁止，而一般項目並未被全面叫
停。之後市場重新企穩，滬深兩市股指
雙雙翻紅。

官媒：「國家隊」勿與民爭利
新華社主辦的《經濟參考報》首版昨
刊發評論，提到作為穩定市場力量的存
在，「國家隊」退出的路徑應當是從更
長的時間段來考慮，短期過於頻繁地干
預市場，實際上產生了「與民爭利」的

效應，扮演了市場上其他參與者的「對
手盤」的角色。「國家隊」力量應當是
長期的托底力量，而非市場的短期參與
者，股市的漲跌應該由市場自身來決
定，「國家隊」在A股中不應起到主導
市場運行的作用，其角色應當逐漸淡
化。
淡化「國家隊」角色的提法，或令市
場感不安。午後，以虛擬現實為代表的
題材股持續走低，但大市波幅不大，維
持紅盤。中字頭個股雖一度崛起，其他
板塊明顯跟進不足，尾市深成指與創業
板指回落翻綠。

航空機場股熱炒 漲近7%
民航機場股爆發，漲幅近7%。其中

吉祥航空漲近9%，海南航空漲超8%，
南方航空、東方航空漲逾6%，中國國
航漲逾5%，春秋航空、深圳機場漲超
4%。國泰君安認為，中國航空業將出
現史上首次「超級周期」，航空股未來
一年將大幅上漲，漲幅或超50%。此
外，農牧飼漁、釀酒行業、食品行業、
食品飲料、家電行業等板塊也漲幅居
前。園林工程、超導概念、海洋經濟、
網絡遊戲、智能穿戴等則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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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紛陳 滬指縮量微升
香港文匯報訊 鄭州商品交易所和大連商品
交易所昨天再出招。鄭商所今次的目標是菜粕
期貨，而大商所則發佈新修訂的交易所風險管
理辦法，增加交易限額制度。

鄭商所叫停菜粕期貨減收費
期貨公司人士稱，在昨日下午收盤後收到鄭商
所通知，自2016年5月13日夜盤起，菜粕品種停
止執行「對特殊法人、資產管理以及風險管理子
公司三類賬戶交易手續費減收50%」的政策。
相關人士指出，不排除是之前黑色商品的投
機資金開始轉移到粕類進行操作，粕類成交量
巨量放大，造成市場不確定因素增加，也造成
市場信號不確定性。鄭商所此舉是為了限制高
頻投資者的投機，增加投機成本。昨天內地農
產品期貨強勢上漲。截至收盤，大豆DSAcv1、
豆粕DSMcv1、菜粕CRSMU6均漲停。

大商所增加交易限額制度
另外，大商所昨發佈新修訂的《大連商品交

易所風險管理辦法》，增加了交易限額制度。
據通知，交易限額是指交易所規定會員或者客
戶對某一合約在某一期限內開倉的最大數量。
交易所可以根據市場情況，對不同上市品

種、合約，對部分或者全部的會員、客戶，制
定交易限額，具體標準由交易所另行公佈，套
期保值交易的開倉數量不受限制。
對超過交易限額的非期貨公司會員或者客

戶，交易所可以採取電話提示、要求報告情
況、要求提交書面承諾、列入重點監管名單、
暫停開倉交易等措施。大商所新聞稿引述市場
獨立分析人士時岩表示，措施有利於進一步豐
富和完善風控措施，增強抑制市場過度投機、
防範市場操縱風險的針對性。

兩商所再出招防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又
一大型理財公司近日被爆出現兌付危機，上海
炳恒集團日前發佈《致投資人書》，承認資金
緊張兌付困難，而此前這家公司在華東包括建
行、農行等700多個銀行網點大量投放廣告，
並贊助上海知名脫口秀節目《金星秀》，內地
還曾有數十位明星為其活動站台賺吆喝。

客戶大量贖回 公司資金兌付緊張
炳恒集團表示，受P2P行業危機影響，出現
客戶大量贖回情況，目前公司正常資金兌付緊
張，需要暫停贖回及延期兌付，同時將在5月
20日前成立工作小組，專門處理兌付工作，並
盡快公佈兌付方案和細則。
但有知情人士透露，炳恒集團早在一個月前

就有多家分公司關閉，同時據炳恒官網介紹來
看，其經營領域以互聯網金融、資產管理、產
業基金等為主，除了線上P2P一塊，更大量的
是線下理財項目，且標的模糊不清，或存在一
定自融情況。

炳恒非常善用娛樂效應做宣傳，2016年初贊
助了東方衛視的節目《金星秀》，另外金星、
姜昆、秦嵐、潘長江等數十位明星出席炳恒發
佈會、年會或由炳恒贊助的明星活動。炳恒集
團CEO蘇國美也經常和明星合影。

部分城商行停發分級型理財產品
另外，內地力推去槓桿和不斷暴露的債券違約

風險，加大了銀行理財資金的安全隱患。路透社
引述消息指，中國銀監會近期向部分城市商業銀
行進行窗口指導，要求其停止新發分級型理財產
品。主要可能是城商行業務比較激進，但風險承
受能力更弱，擔心投向債券或非標的資產波動風
險，對劣後投資人的影響會更大。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表示，

現在理財實際分很多種情況，有的理財是向大
家公開發售的；有的是對高淨值客戶發行的，
完全是委託業務，銀行要加強對理財資金的投
向管理、限額管理和交易對手的管理，及時掌
握底層資產的情況。

滬理財公司炳恒陷兌付危機

萬達商業私有化存變數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證監會或考慮暫緩

境外上市的中概股回歸A股的消息，在
資本市場引發進一步震盪。路透引述熟
知內情的消息人士稱，由於對內地對股
票上市的審批趨嚴感到不安，且對於股
東是否批準私有化的價格也不確定，大
連萬達集團正重新考慮旗下萬達商業
(3699.HK)的私有化計劃。

消息人士稱，目前無法立即得知萬達集
團是否已作出放棄私有化的最後決定。問
題之一是，萬達集團已經和可能的投資者
簽署一項協議，將為私有化的收購籌集40
億美元，且他們已預先支付了部分款項。

萬達集團傳重新考慮計劃
針對近日傳聞所說的中國證監會將暫緩

在海外上市的紅籌企業回到內地上市，證
監會上周五在新聞發佈會例會上回應表
示，已經注意到相關輿情，目前正對這類
企業通過IPO、併購重組渠道回歸A股可
能產生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
萬達商業在香港上市僅5個月，大連

萬達集團因對其股價表現不滿意，考慮
將其私有化，選擇回歸上海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