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迪：罷免萬科董事影響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 評級機構穆迪表示，萬
科(2202)股東關於罷免公司董事和監事的
提議具有負面信用影響，如果實施，可
能對公司的評級或展望造成壓力。
穆迪副總裁、高級信用評級主任曾啟
賢表示，罷免高層管理團隊的提議若得
以實施，將影響公司正常的業務運營、
房地產銷售和潛在融資管道。此外，過
去十年來，管理層在管理公司增長和審
慎的財務管理方面已積累了良好的記
錄，若管理層發生顯著變動，萬科未來
業務方向和融資戰略將面臨不確定性，
因而帶來負面信用影響。

曾啟賢指，如果公司在管理及運營上
偏離當前的做法，尤其是在審慎的土地
購置和財務管理上，將削弱公司的信用
狀況。

現予Baa1反映強勁賣樓記錄
萬科集團Baa1的發行人評級反映了其

強勁的房地產銷售記錄以及從規模和全
國性品牌實力方面作為中國(Aa3/負面)
領先房地產開發商的地位。 穆迪在萬科
集團的評級中還考慮了其有節制的土地
支出，該戰略幫助公司實現了較低的債
務槓桿。強勁的流動性是支持其Baa1評

級的另一因素。
穆迪指，若出現以下情形，該公司的

評級可能會下調：(1) 銷售表現趨弱，導
致債務槓桿率上升以及/或流動性狀況轉
弱；或 (2) 改變其審慎的土地購置戰
略。
可能導致評級下調的信用指標包括調

整後淨債務/淨資本比率高於30%，收
入/調整後債務比率降至140%-145%以
下。如果有跡象表明流動性轉弱，現金
持有規模持續低於短期債務的1.25-1.50
倍，或獲得銀行或資本市場融資的能力
下降，其評級也將面臨壓力。

■圖為山西
太原一證券
營業部，股
民炒股談笑
風生。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有媒體報道稱外匯局上海市分局「叫停個人投資購

匯」，昨日人民銀行網站引述外匯局上海市分局回應，稱相關報道不實，個人購匯政策沒有任

何變化。彭博新聞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內地正嚴查對外投資購匯，上海外管局近日要求，對於

合夥企業(JV)辦理跨境投資項目，倘資金來源追溯為個人出資的，叫停辦理購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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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野蠻人」寶能旗
下兩家公司提議萬科召
開臨時股東大會，以失
職等緣由要求罷免王石

和郁亮等11位萬科高管，寶萬之爭已在
海內外掀起軒然大波。27日在深圳舉行
的萬科2015年度股東大會，共有99位
A、H股股東到場，包括王石30多年的
摯友、萬科第一大自然人股東、港人劉
元生，還有大量聞風而來的媒體記者。
會上，王石的「我的去留不重要」無疑
顯得有些悲壯。

兩周前仍期待鉑金時代
回想起6月12日在「2016軌道交通與

城市發展高端論壇」上，現場擠滿了深
圳地鐵集團、東莞和重慶等代表約四五
百人，現場座無虛席，更多的人站着，
當王石出場時，現場響起一片掌聲。當
時的王石是多麼意氣風發，他在談到地

鐵上蓋物業發展時，他的眼睛似乎突然
明亮了許多，聲音也提高了，右手向上
揮揚，「作為稀缺資源的地鐵上蓋物
業，萬科通過與深圳地鐵集團合作，無
疑迎來難得的鉑金時代！」他再次重複
了「鉑金時代」四個字，此時的他笑容
滿臉。此後，深圳地鐵和萬科集團雙
方，深圳地鐵、東莞投控集團、重慶交
開投集團和萬科集團三方等簽署了四份
合作備忘錄，標誌着萬科攜手深圳地鐵
開始共同開拓全國市場。

引發華潤和寶能聯手反對萬科管理層
的導火索，是五天後萬科A董事會通過
增發股份引入深圳地鐵重組預案。董事
會最終以7票同意、華潤3票反對、獨
立董事張利平1票迴避表決，通過引入
深圳地鐵的重組預案。

但因該預案稀釋了華潤大股東地位，
華潤明確表示反對。6月23日晚間，寶
能和華潤先後發表公告，稱引入深圳地

鐵集團前海項目將大幅攤薄現有股東權
益和上市公司收益，因此表示反對。26
日晚，寶能更發出致命一擊，要求萬科
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王石和郁亮等
11位高層。

未來一段時間，萬科與華潤和寶能之
爭鬥仍將持續，最後鹿死誰手，人們將
拭目以待。

然而，作為中國企業家的一個優秀代
表，王石和總裁郁亮等高管，通過20多
年的努力將萬科打造成為中國和全球房
地產龍頭，今年將有望躋身世界 500
強，但是因為萬科不是他的私人公司，
儘管王石能力和威望在許多內地地產大
亨之上，卻面臨被大股東趕下台的窘
境，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慨歎。而目前中
國內地推行的國企高管限薪制度亦面臨
同樣的難題，它無疑影響了高管的積極
性，也不利吸引優秀人才，不利國企穩
健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手中沒有貨 王石徒奈何

憧憬「深港通」 滬深股堅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投資者對「深港通」預期升溫，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亦重申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A股
近日走勢頗為堅挺。昨日滬指再度低開高
走，收報2,912點，重回2,900點關口，深成
指和創業板指同樣紅盤報收，分別升0.83%
和1.14%。
隨7月臨近，投資者對「深港通」充滿
期待。內地諸多機構認為，「深港通」可能
很快就將正式開通。對於「深港通」將於
「七一」公佈的猜測，亦不在少數，自然帶
動市場做多情緒升溫。
李克強總理昨天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

示，中國的資本市場總體上來說還不夠發
達，所以有必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並
強調，在推動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要防範風

險，改革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中國的資
本市場在某些領域發生短期波動，這是難以
避免的，但是我們要防止出現『井噴式』或
『斷崖式』的變化。」
滬指早盤低開0.37%後，起先維持低位震

盪，臨近午盤醫藥股全面爆發，國產軟件亦
保持強勢，帶動滬指小幅走高。午後滬指一
舉突破2,900點後受阻，尾盤券商、傳媒股拉
升，助力滬指又將2,900點關口收入囊中。

兩市成交增800億滬指越2900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912點，漲16點或

0.58%；深成指報 10,463 點，漲 85 點或
0.83%；創業板指報 2,216 點，漲 24點或
1.14%。兩市成交6,650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前日放大超800億元。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表示，上海外管
局近期召集轄區內部分中資銀行開

會，明確要求對於合夥企業辦理跨境投資
項目，資金來源追溯為個人出資的，叫停
辦理購匯；對於跨境投資項目金額超過等
值5,000萬美元的項目，項目或企業負責
人需事前到上海外管局進行約談。如果合
夥企業資金來源非個人出資的，金額超過
等值500萬美元的，有關負責人需到上海
外管局面談。消息人士稱，外管局明確，
上述要求是為了加強客戶需求真實性背景
審核，確認為真實的需求將正常放行購
匯。有關要求並不包括上海自貿區業務。

個人項下境外投資未開放
外管局上海市分局下午在網站發聲明
稱，目前尚未對境內居民個人項下開放境
外投資。根據現行外匯管理政策規定，對

於境內個人購匯並匯出境外用於經常項目
支出，政策無任何變化。個人購匯並匯出
境外、當年累計等值5萬美元或以下的，
憑本人有效身份證件在銀行辦理；超過上
述金額的，憑經常項目項下有交易額的真
實性憑證辦理。
上述說明，意味境內個人對外投資

的購匯從未放開過。而為防止資本轉移，
外管局正從嚴審查對外投資購匯

購匯公司股東不得有個人
有銀行人士指出，許多人通過設立合

夥企業再對外投資實現了資本的轉移。但
外管局的聲明，明確了即使是以公司名義
進行對外投資的購匯，亦要求該公司所有
的股東都不能有個人，否則就可能無法獲
得審批通過。
據悉，為打擊虛假對外直接投資行

為，近期，外匯局上海市分局要求各銀行
切實按照「展業三原則」履行盡職調查，
甄別實際投資者。對合夥企業辦理的跨境
投資項目，就其境外投資項目資金來源追
溯為境內居民個人的，按規定審查該合夥
企業境外投資項目的真實性和實需性，防
止境內居民個人借道境外直接投資渠道進
行非法移民和資產轉移。
「811」匯改以來、尤其是去年下半

年美元升息，引發人民幣貶值預期高
漲，掀起中國個人境外資產配置的熱
潮。
興業銀行2016年私人銀行報告援引相

關調研結果顯示，目前已有27%的高淨
值客戶擁有境外投資，其中48%在2015
年增加了境外配置；在尚未進行境外投資
的高淨值人士中，56%的人表示未來三年
將考慮進行境外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人民銀
行昨日公佈人民幣中間價為6.6528，較周二
跌153點子，再創五年半新低，自上周五脫
歐公投以來，中間價累重創870點，人民幣
即期匯率亦下跌超過1%。路透社引述交易
員指出，市場早前預期監管機構會在6.65水
平干預的情況未見跡象，雖然脫歐仍在發
酵，但昨日美匯指數走弱，影響購匯情緒，
場內交易較謹慎。
路透社計算的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

95.23，創紀錄新低；SDR籃子指數微跌至
95.91。人民幣在岸價(CNY)昨日大部分時間
在6.650至6.655水平窄幅上落，截至昨晚8
時報6.6474，無升跌。人民幣離岸價(CNH)
波幅較大，昨日上午曾經由升逾100點子至
6.6727高位，但隨即回落，至下午2點半跌
至6.6874的低位，之後又止跌回升，截至晚
上8時，CNH報6.6791，升27點。中銀香港
公佈，每百港元兌人民幣銀行買入價是
86.54，賣出價是85.6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昨

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去年開始人民幣匯率

已經不是與美元掛鈎，而是與一籃子貨幣掛
鈎，未來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走勢會比對美
元更加動盪。

IMF：人幣兌一籃子貨幣勢更動盪
他稱，內地銀行有充分的資本和利潤，但

仍有三大潛在風險。首先是銀行不良貸款率
增加反映出很多公司的利潤在下降；其次銀
行理財等表外業務相當於影子銀行，也存在
風險。第三個潛在風險是債轉股要確保是好
的股本，不能增加銀行的風險。
臨近季結，境外銀行將要向人民銀行上繳

境內人民幣存款約15%的準備金。在今年3
月31日第一季季結時，曾引發香港銀行同業
人民幣拆息出現負利率-3.725厘，為有史以
來出現首次負利率，令市場感到意外。當時
有銀行界人士相信是銀行因應季結將存放境
內的資金調走，以免要繳付全季存款準備金
所致。
根據財資市場公會公佈，昨人民幣同業拆

息介乎3至4厘正常水平，但季結時亦有機
會出現去季的情況。

人幣中間價再創五年半新低

個人跨境投資傳叫停購匯個人跨境投資傳叫停購匯
外管局嚴查對外投資購匯 央行：個人購匯政策無變匯政策無變

■昨日人行網站引述外匯局上海市分局回應，稱相關報道不實，個人購匯政策沒有任何變化。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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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交易現場
11:45 師奶MADAM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護花危情
3:45 紙箱戰機W及交易現場
4:15 忍者亂太郎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排球少年
5:50 財經新聞
5:55 狀王宋世傑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新聞透視及邁向里約 香港加

油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之八時入席
8:30 純熟意外
9:30 一屋老友記
10:30 反斗紅星冇暑假 嘩鬼上學去
10:55 廣告學堂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50 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0 宣傳易
12:15 人在邊緣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護花危情
4:20 耳分高下
4:50 中華福地
5:10 心大心細
5:35 開心俱樂部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CCTV News-直播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XXXXVI)
4:30 小雲兔與外星仔
4:55 奇趣特工
5:25 智闖火車頭
6:00 財經消息
6:05 清心直說
6:35 博物館解密(II)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設計女王
9:00 科技看未來及里約大檢閱
9:30 話說當年
9:35 未來食材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逆天潛能
11:40 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
12:00 瞬間看地球
12:05 里約大檢閱
12:10 賈神探(VI)
1:00 騙案之都(II)
1:55 音樂熱點
2:00 未來食材
2:55 科技看未來
3:25 設計女王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未來的選擇
7:00 環球慶典 FIESTA
8:00 居者有奇屋
8:30 胃食紅人
9:00 姊妹淘
9:30 兄弟幫
10:00 沙發客玩世界
11:00 無間音樂
12:00 喜歡·一個人
1:00 前女友俱樂部
2:00 未來的選擇
3:00 兄弟幫
3:30 姊妹淘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燃燒吧少年！
6:00 環球慶典 FIESTA
7:00 喜歡·一個人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愛玩客：大小自遊神
9:35 細說韓食
10:05 姊妹淘
10:35 兄弟幫
11:05 前女友俱樂部
12:00 超級勁歌推介
12:05 記錄的地平線II
12:35 早先機(馬會)
2:05 創潮居
2:15 細說韓食
2:45 前女友俱樂部
3:40 燃燒吧少年！
5:30 鐵甲夢工場

06:30 探索先鋒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獅子山下 經典重溫
10:00 黃金歲月
10:30 女人多自在
11:00 巡遊大世界
12:00 癌變解碼
12:30 集體回憶六十年代
13:00 香港故事-自遊香港
13:30 我家在香港
13:55 Bank 友講呢D
14:00 兒童劇場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點蟲蟲-開開心心學中文
16:30 語文教室-唱談普通話(1993)
17:00 阿美愛發問
17:10 孖辮小淘氣
17:18 月兒與地球兒
17:33 小農夫 大作物
17:56 百變動物盒
18:00 父母學堂
18:30 藝坊
18:55 左右紅藍綠
19:00 我的夢工場
19:30 滋味科學
20:00 愛回家
20:30 18廿二大放送
21:00 奪金背後
22:00 機電夢飛翔
22:30 新聞天地
23:00 歲月情常在
00:00 奪金背後
01:00 文化長河-山川行

09:35 地球宣言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3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1:30 鳳凰觀天下：中國戰法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0 騰飛中國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冷暖人生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6:55 有報天天讀
17:20 紀錄．大時代
19:15 地球宣言
19:20 鳳凰觀天下：震海聽風錄
19:50 今日視點
19:55 與夢想同行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0 騰飛中國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軍情觀察室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與夢想同行
01:5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2:45 紀錄．大時代
03:25 軍情觀察室
04:00 名言啟示錄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九家之書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巷弄台北
12:55 智富通
13:30 衛子夫
14:30 「煮」角
15:30 智富通
16:30 甜心格格
17:00 貓咪守護神
17:20 惡魔寶寶
17:30 戀愛班長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快樂童盟
19:00 屢見耆工
19:30 體育係...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她很漂亮
22:00 學嘢
22:30 歐遊全細界
23:00 晚吹-一大一路
23:30 十五分鐘熱度
23:45 衝三小
00:15 東京喰種
00:45 九家之書
01:45 體育係...
02:15 十五分鐘熱度
02:30 財經新聞及理財有方
03:00 Driving In Hong Kong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生活

圈)
09:21 精彩一刻-手藝澄泥石刻20
09:27 電視劇:桐柏英雄-22/30
10:19 電視劇:桐柏英雄-23/30
11:08 電視劇:桐柏英雄-24/30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1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18/40
13:57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19/40
14:49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20/40
15:39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21/40
16:30 2015中國夢-把心交給你
16:40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8 焦點訪談
19:58 時代-築夢路上-31
20:23 時代-築夢路上-32
20:53 電視劇:天涯浴血-26/28
21:44 精彩一刻-手藝戲台藻井-33
22:00 晚間新聞
22:34 電視劇:天涯浴血27/28
23:22 電視劇:天涯浴血28/28

06:00 海峽兩岸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天涯共此時
09:50 天天飲食(海外版)
10:00 中國新聞
10:13 遠方的家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走遍中國
14:00 中國新聞
14:10 天天飲食(海外版)
14:23 雙語劇場：井岡山-14/36
15:04 雙語劇場：井岡山-15/36
15:48 雙語劇場：井岡山-16/36
16:29 雙語劇場：井岡山-17/36
17:15 遠方的家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20:00 走遍中國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中華醫藥
22:45 華人世界
23:15 遠方的家
24:04 中國文藝
24:34 雙語劇場：井岡山-14/36
01:15 雙語劇場：井岡山-15/36
02:00 新聞聯播(B版)
02:30 走遍中國
03:00 中國新聞
03:13 雙語劇場：井岡山-16/36
04:00 中國新聞
05:00 雙語劇場：井岡山-17/36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