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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內地監管當局再出招嚴控走資。據路透社報道，中國外匯監管機關告知銀行

業者，對其抑制資本外流的相關指令保密，並確保研究分析師不要對外發表關於人民幣前景的負面觀點。有業界

人士認為，內地加強資本外流監管只是權宜之計，人民幣國際化的國策沒有改變，惟現時面對人民幣貶值壓力，

需要暫時停止國際化進程。

路透社引述六位銀行業人士透露，外管局
對數十家銀行做出口頭指示，要求銀行

業者不要透露其在相關限制措施中所扮演的
角色，而這麼做卻有損於銀行與客戶間的關
係，因銀行難以解釋他們為何不做已經上門
的生意。內地銀行及外資銀行業人士均表
示，這些要求都被視為是當局試圖阻止那些
可能會引發人民幣進一步下跌的警報響起。

銀行必須嚴控外匯赤字
由於人民幣去年以來加快貶值，監管當局
已多次出招應對。去年8月，外管局上海分
局召集區域內至少20家主要外資和國內銀行
代表與外管局幾個部門的區域負責人開會。
有出席這次會議的國際性銀行的代表透露，
外管局高層官員明確告知：「你們必須控制
外匯赤字，但不能說外管局在控制資本外
流」。與會銀行被告知要「管理情緒」，防
止公眾恐慌，而且各銀行的研究員不應傳播
關於人民幣的負面看法。另一位來自一家國
際性銀行外匯團隊的銀行業人士表示，他所
在的銀行接到了同樣的指示。
此外，去年11月底時，外管局向至少兩家
銀行發出口頭指令，要求資本項下500萬美
元或以上資金的匯出報外管局審批，而原來
的規定為5,000萬美元。外管局還指示銀行
需對客戶進行訪談，以確保其外匯交易不是
用於虛假交易，否則將面臨懲處。

花旗：需暫緩人幣國際化
對於內地近期不斷出招阻止資本外流，花
旗私人銀行亞太區投資策略師彭程昨在記者
會表示，由於內地經濟依然放緩，結構改革
尚未完成，加上美元有升值壓力，預期今年

的資本管制難以放鬆。目前內地限制個人購
匯措施已有一定成效但難再收緊，接下來料
將在企業結匯推出政策，減少外匯儲備流
失。他認為，內地加強資本外流監管，只是
權宜之計，人民幣國際化的國策沒有改變，
惟現時面對人民幣貶值壓力，需要暫時停止
國際化進程。
不過，市場依然看淡人民幣的短期表現。

人行昨公佈人民幣中間價為6.9235，比上個
交易日低1點子。在岸人民幣（CNY）昨早

市裂口高開後保持平穩，但下午4時左右急
跌，最低跌至6.935，截至下午6時40分，
CNY報 6.9339，跌 89點子。離岸人民幣
（CNH）開市後反覆上升，最高升至
6.8879，但下午3時急跌，截至6時 40分
CNH報6.913，跌93點子。中銀香港昨公佈
離岸人民幣買入價為 89.61，賣出價為
88.77。花旗預料，今年人民幣匯率波幅將集
中在上半年，下半年走勢回穩，跌幅將比去
年少，年底將見7.05。

傳外管局新推兩招防走資
保密抑制資本指令 禁對外發負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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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海巖
上海、北京報道）內地監管部門繼續出
手整頓比特幣交易平台。人民銀行昨天
宣佈，1月11日起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組
成聯合檢查組對「比特幣中國」開展現
場檢查。受有關消息影響，比特幣價格
再跳水跌破6,000元人民幣。
央行營業管理部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等組成聯合檢查組，於昨日起進駐「火
幣網」、「幣行」等比特幣、萊特幣交
易平台，就交易平台執行外匯管理、反
洗錢等相關金融法律法規、交易場所管
理相關規定等情況開展現場檢查。
央行有關官員向本報表示，去年央行
已經多次約談比特幣交易平台負責人，
重申反洗錢、交易風險等問題。1月7日
央行北京、上海分支機構又約談三大交
易平台，要求其合規經營，並進行自查
和整頓。此次又派出檢查組入駐交易平
台，就日常經營進行檢查，不排除出台
進一步整頓措施。

比特幣閃崩跌穿6000
央行上海總部昨日傍晚也稱，為防範

化解比特幣、萊特幣等市場風險，央行
上海總部、上海市金融辦等單位組成聯
合檢查組，對「比特幣中國」開展現場
檢查。重點檢查內容涉及該企業是否超
範圍經營；是否未經許可或無牌照開展
信貸、支付、匯兌等相關業務；是否有
涉市場操縱行為；反洗錢制度落實情
況；資金安全隱患等。
有關消息再次引發比特幣價格震盪。

比特幣中國、火幣網、幣行三大交易平
台價格一度均跌破或觸及5,800元人民
幣。此前1月5日，比特幣在突破歷史新
高、接近9,000元後，一度出現閃崩跌
至6,000元上下。

整頓發展有升級勢態
上周五，央行上海總部曾透露，已約
見比特幣交易平台「比特幣中國」主要
負責人，了解平台運行情況，提示可能
存在的風險，要求其嚴格按照相關法律
法規要求，依法合規經營，並敦促該平
台對照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自查並進行相
應清理整頓。從最新發佈的進展看，此
事有升級之勢。
央行強調，比特幣是特定虛擬商品，不

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具有
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
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機構及個人投資
者應正確看待虛擬商品和虛擬貨幣，理性
投資、自擔風險、維護自身財產安全，樹
立正確的貨幣觀念和投資理念。
由於比特幣行情看漲，內地炒家已是熱

火朝天。內地媒體《21世紀經濟報道》
指，目前比特幣槓桿交易普及，有平台提
供配資交易，行業內普遍槓桿倍數約在3
倍，最大槓桿也有5倍，有投資者被打爆
或強平。該報道並提及，除了「比特幣中
國」，上周五央行亦約見了其餘兩家比特
幣平台「火幣網」及「幣行」，監管部門
還將討論設立第三方比特幣託管平台，確
保比特幣交易的安全。

■監管部門繼續整頓比特幣交易平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內地監管層近月頻頻對樓市出重
拳，旨在平抑樓價，但交通銀行首席經
濟學家連平指出，內地樓市尚未找到很
好的處理方案，因為土地制度才是推動
樓價上行的強力因素，而地方政府不可
能真心實意大量推地。

房價大幅調整機會微
連平出席復旦大學管理學院「2017藍

墨水新年論壇」時說，中國人與西方理

念不同，喜歡住自己買的房子，且改善
型需求也在不斷增長，所以內地房地產
總體需求旺盛，未來房價出現大幅調整
的可能性不大。
他直言，目前調控的方式是抑制需
求，土地供給卻始終得不到滿意推
進，因為土地是地方政府手中重要的
資源，在國務院三令五申的情況下，
會稍微有一些改變，但是讓地方政府
真心實意提供大批量土地是絕對不可
能、也不願意的。
連平說，內地樓市最根本的是土地制
度，若得不到根本解決，推動房價上漲
的強力因素一直存在，此時出台稅收政
策，有時還會助長房價，因為在需求旺
盛的前提下，成本都加在房價上，搞得
不好是火上添油，「靠行政手段管理價
格，將價格壓低，但最終還是會反彈，
甚至可能比原來更高。」
他還提到，用城市人均收入比例等指

標來研究樓市是失效的，中國內地收入
不平衡，高淨值人群資產呈幾何級數增
長，市中心地段好、房產資源稀缺，富
豪買房根本無所謂價格。

■交通銀行連平。 記者章蘿蘭 攝

交行連平：樓市未有好處理方案

央行現場檢查比特幣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國
航（0753）昨披露，為滿足旅客在春運期間
的多種出行需求，春運期間國航計劃投入飛
機運力379架，同比增幅4.7%；安排航班

47,078 班次，加班 1,894 班次，同比增幅
3%；提供座位916萬個，同比增加6%。
今年春運將從1月13日正式開始，至2月

21日結束，共計40天。根據市場需求，國

航加強了運力調撥力度，寬體機和國際航線
投入增幅較大，熱點航線投入均有不同程度
提升，如增加了成都、武漢、北京、深圳等
熱點城市的國內航線，兩岸地區航線，以及
澳洲、美洲等國際航線的運力投入，基本覆
蓋了探親、返鄉和旅遊人群較為集中的熱點
航線。

國航春運運力同比增4.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由
於「混改」概念風光不再，A股昨全線調整，
中字頭板塊一度極力護盤，無奈回天乏力，最
終三大指數盡墨，其中滬綜指跌0.79%，報
3,136點。滬深兩市共成交4,046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前一交易日縮量逾百億元。
人行昨日在公開市場上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
了1,200億元逆回購操作，鑒於到期資金量為
800億元，故實現資金淨投放400億元，為連
續第三日保持淨投放。但投放資金量逐日遞
減，周一至周三單日淨投放資金量分別為700
億元、500億元及400億元。同日人民幣中間
價報6.9235，較前一交易日下跌1個基點。

各種消息都對A股不利，昨早盤三大指數
仍然低開，滬綜指開盤跌0.16%，之後盤面
熱點渙散，個股普跌，指數向下。午後，在
中字頭股帶領下，大市一度小幅反抽，但其
餘板塊巋然不動，指數很快掉頭往下，之後
維持震盪，尾盤現小幅插水。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36點，跌24點，或
0.79%，回踩10日均線；深成指報10,215點，
跌90點，或0.88%；創業板指盤中最低下探至
1,932點，再度刷新10個月新低，所幸數隻龍
頭股率先反彈，創業板才收復部分失地，最終
收報1,937點，跌14點，或0.72%。量能持續
萎縮，兩市共成交4,046億元，其中滬市成交

1,892億元，深市成交2,154億元。

電信運營板塊領跌
盤面上，受中國誠通牽頭3,500億元國改基

金，首單落地中國中冶刺激，中國中冶盤中強
勢觸及漲停，中國交建等中字頭股紛紛跟進。
不過受大市氣氛所累，中字頭股尾盤快速回
落，收市中國中冶升逾6%、中國交建升近
1%。此外，保險、船舶製造、鋼鐵、有色、
航天航空、工程建設等板塊逆市收紅，電信運
營板塊領跌兩市，中國聯通重挫超8%。
廣州萬隆分析，在國央企混改板塊開始嚴

重分化後，市場短期難以見到其他題材，能
夠有效承接從這一板塊湧出的大量獲利盤，
料主力又將進行一輪熱點大洗牌，大市將再
度出現熱點散亂、主線不明的混沌局面。

混改退燒 A股量縮收跌

近日，Gucci 一款
動物系列的手袋突然
在內地很火，手袋上

有蝴蝶、蜜蜂等圖案，色彩繽紛，出入高檔寫字
樓的OL們如果拎上一個這樣的包包，便很大概率
惹來回頭羨慕的目光。城中不少白領小資都在閒
談中聊到這個話題，有一款這個系列包包的OL都
覺得臉上有光。

新舊元素結合 購買慾望增
據說，Gucci這款專為中國設計的包包，在受觀

迎程度已經超過了LV和Chanel，而上海用家對它
的評語是：「顏色出挑，標新立異，價格適合」。

當大多數奢侈品包袋還在堅守高冷格調的老套
路時，Gucci已經開始動腦筋思考如何將包袋做得
更有趣，近期看過Gucci新款的人不難發現，這
個老牌奢侈品開始在自己的包上「作畫」，而圖
案也越來越五彩繽紛，配合其原有雙G老花，新
舊元素的齊上陣使得整個包袋產品格外色彩豐
富。
在淮海路的上海Gucci旗艦店，客戶多為年輕

面孔，大家都興致勃勃的挑選着那些多彩的動物

圖案包袋。店員說，自去年刺繡、印花包走紅以
後，今年新款也延續了這一風格，目前賣得好的
幾款包袋中，有珠繡老虎包、蛇紋印花包、珍珠
蜜蜂包，越艷麗的越受歡迎。
有年輕的顧客表示，Gucci之前有點老氣，但近

期設計則非常棒，且多數新款包袋的價格也在承
受範圍內，令人購買慾望大增。而稍年長的消費
者亦認為看慣以前「老面孔」後，突然發現花哨
點的也很有意思。

價格合理 新款3萬有找
Gucci最靚麗的幾款包，按照不同材質和大小，

價格多集中在2萬至3萬元（人民幣，下同）之
間，而一些印花圖案的小號包不用2萬元，高檔
OL一個月薪資購買一款綽綽有餘。而Chanel和
LV今年一些新款，多數在3萬至5萬元之間，這
也是Gucci更容易被年輕OL接受的原因之一，多
數人坦言一個月工資買包可以接受，但要兩三個
月工資，就要好好考慮考慮了。
RBC Capital近期曾在富裕中國女性中做過調查，

結果是50%喜愛購買Gucci手袋，排名在所有奢侈
品中佔第一位置，該機構認為Gucci力壓LV等奢侈

品牌，成為中國富有女性的最喜愛手袋品牌。此外，
有據可查的數據表明，Gucci在2016年第三季度銷
售額同比增幅高達17%，並推動母公司開雲集團第
三季度收入增幅達10.5%。
Gucci包袋的近期設計愈來愈有中國元素，刺

繡、虎頭、生肖動物等，業內亦稱Gucci的「不
走尋常路」風格使得其成為中國內地富有女性大
愛的奢侈品牌。

創新、加上售價合適，是贏得市場的不二法
則，Gucci就是最好寫照。 ■記者 孔雯瓊

■■上海淮海上海淮海
路路 GucciGucci 旗旗
艦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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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不走尋常路 俘獲滬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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