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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指跌破3200 茅台逆市破400

北菜港辦推介會 或A+H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北京菜籃
子集團昨日在港舉行推介會，介紹「北京
鮮活農產品流通中心」和「北京菜籃子終
端網格化工程項目」。集團旗下北菜基金
管理公司董事長黃海於會後表示，集團去
年底已完成75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債
權融資，日後可能會採用A+H股的上市方
式，目前未鎖定上市地點。

今年集中股權融資 首輪籌百億
黃海透露，今年會集中股權融資的工

作，預期首輪融資金額會在100億元左
右，4月至6月期間會進行路演，與感興趣
的投資機構達成初步合作意向，7月至10
月會與潛在投資者進一步深層次洽談。至
於上市，他稱現階段未確定上市地點，可
能會與大多國企一樣，採用A+H的模式。
談及上市時間表，他則稱，若要在A股上
市，要滿足6年經營期限後才能上主板。
對於控股權，黃海認為集團持開放態

度，反而會注重在經營及管理層面作主
導。他還強調，A輪融資引入股東不會多
於三個，篩選方向鎖定在金融資本和產業
資本兩大類，並透露，內地一些商業銀
行、券商、信託公司和涉房、涉農企業都
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引入內房商 冀進行差異化融合
市場普遍關注北菜集團引進地產類公司

作為股東，黃海對此作出了詳細解釋，他
稱北菜雖為農產品公司，運營管理和盈利
模式其實與商業地產並無區別，集團有意
識引進有經驗的地產商入股，如龍湖地產
（0960）、碧桂園（2007）、世茂房地產
（0813）等，希望雙方可以進行差異化的
融合。
會上，黃海介紹，北京鮮活農產品流通

中心的建設預計在2018年8月完工，2019
年初正式運營，至2020年將實現輻射人口
1,200萬，年交易量800萬噸，年交易額達

1,000億元，佔據北京市40%以上市場份
額，整體估值有望達到200億元以上。
另一方面，北菜終端網格化工程項目

則需要依託流通中心的項目，採用基於
現代互聯網技術的W-GT（批發直通網格
化終端）模式，佈局形成社區商業新業
態。
北菜終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余久興指

出，預計到2020年，將累計投資50億元，
在北京建設1,500家連鎖社區生鮮便利店，
滿足1,200萬人的消費需求。屆時將實現年
營業收入350億元以上，佔據全市約20%
的市場份額。
據北菜集團董事長劉春廣介紹，截至

2016 年末，集團總資產 101 億元，是
「十二五」初年的22倍，在建項目市值
約300億元；農產品交易額139億元，年
增長率10%以上。農產品供應保障基地
覆蓋京郊及河北、內蒙古等10個省、自
治區。

中海油董事長楊華調任非執董

人行淨投放700億人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內地大力整頓金融業監管之際，業界又曝出「蘿蔔章」及「飛單」事件。民生

銀行(1988.HK)北京分行航天橋支行，涉違規向私人銀行客戶發售理財產品用以表外放貸，填補約30億元人民

幣的票據造假。民生銀行昨回應稱，發現該行航天橋支行行長張穎有涉嫌違法行為，正成立工作組協助公安部

門調查。

內地財新網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該行在
某企業客戶的商業票據上蓋上了私刻

的銀行承兌匯票的公章，即「蘿蔔章」，
而該票據經銀行手不斷轉貼現，直到兌付
時刻，交易對手行才發現公章為假。支行
負責人為了填平這一票據窟窿，竟給該企
業客戶違規發放了貸款，用以兌付到期的
票據，該筆資金涉約30億元左右，資金來
源於私人銀行客戶資金。

或涉客戶與銀行員工利益輸送
報道引述民生銀行內部人士指出，這種做
法「相當於客戶憑空套了30億的貸款出
來。」主要違規處在於「商票當銀票貼」、
「貸款還假票」，且金額巨大。與銀行承兌
匯票相比，商票利率更高、信用更低。若蓋
上了銀行承兌匯票的章，客戶則能多收近10
至20個基點的利潤，這可能涉嫌客戶與銀行
內部員工的巨額利益輸送。

財新網又指，涉事的航天橋支行行長張穎
已經被北京市海淀區公安經偵部門控制，其
家及辦公室均被警方搜查；而該行航天橋支
行副行長肖野「失聯」，尚未歸案。

民行證實事件 依法承擔責任
民生銀行昨回應指，該行日前發現航天

橋支行行長張穎有涉嫌違法行為，立即向
公安部門報案。張穎目前正在接受公安部
門調查。民行已成立工作組協助公安部門
調查，力爭盡快查明事實，最大限度保護
資金安全，妥善解決各方訴求，並依法承
擔相關責任。目前航天橋支行日常業務正
常開展。民生銀行H股昨收報7.9港元，跌
2.83%。
財新網報道，銀監會於3月30日向銀行

下發了《關於開展銷售專區「雙錄」實施
情況專項評估檢查的通知》（47號文），
為規範銀行自有理財及代銷業務行為，有

效治理誤導銷售、私售「飛單」等問題，
決定對銀行銷售專區「雙錄」實施情況開
展專項評估檢查。

頻現「蘿蔔章」引發市場震動
「蘿蔔章」時有出現，去年底有國海證

券債券代持「蘿蔔章」事件，受影響的券
商和銀行達20間以上。而今年初，農業銀
行(1288)河南分行與平安信託亦因為「蘿蔔
章」陷入糾紛之中，引發市場震動。
銀行業「飛單」通常指銀行向客戶賣不

屬於銀行自己的理財產品，從中獲得高額
的佣金提成。2012年，華夏銀行被爆出上
海分行嘉定支行員工私售產品，引發投資
者抗議。
去年，平安銀行亦被爆出「飛單」醜
聞，銀行員工涉嫌違規推銷私募理財產
品，導致多位投資者逾4,000萬元資金難
以兌付。

民行京支行爆票據造假
涉違規銷售理財產品 用以表外放貸填補30億元

■北菜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黃海（右一）表示，去年底已完成75億元人民幣的債權融
資，日後或採A+H股的上市方式。右四為北京菜籃子集團董事長劉春廣。 曾慶威 攝

■民行昨回應稱，發現該行航天橋支行行長張穎有涉嫌違法行為，正成立工作組協助公安部
門調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中海油(0883)昨公佈，公
司董事長楊華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並由袁
光宇接任首席執行官職務，楊華仍將擔任
董事長職務。
同時，公司委任徐可強為執行董事及總

裁。生於1971年的徐可強在今年3月出任母
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副總經理之前，曾
經在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擔任多個職位，
包括中國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總經理。該股
昨天收跌2.01%，報9.24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 恒大（3333）昨宣佈，
以8.16億港元回購約9,536.4萬股股份。
而在上一個交易日即4月13日，恒大以總
計約17.36億港元回購約2.03億股股份。

計及本次回購，恒大於接連兩個交易日
內，總共回購了約25.5億股股份。恒大
表示，這顯示公司對未來發展和增長潛力
充滿信心。

恒大連續兩個交易日回購股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殷江宏山東報
道）作為國資大省，山東國企混改進展備
受關注。山東省國資委主任張斌昨天在新
聞發佈會上透露，截至今年3月底，該省
58戶試點企業全部制定改革方案，12戶
已基本完成。

58試點企業全部制定改革方案
「已經完成混改的企業，不僅起到了良

好的示範引領作用，自身經營狀況也得到
明顯改善。」據其介紹，兗礦集團權屬金
通橡膠資產負債率由改革前的104%下降為
89.7%，淨資產收益率提高30%。山東國
托、山東玻纖引進戰略投資者後，上市步

伐進一步加快，目前均已完成上市材料的
申報。目前山東省屬企業共有7戶進入上市
待審程序，資產證券化步伐明顯加快。此
外，上市公司山東黃金、新華製藥通過資
本市場定向增發，成功實施員工持股計
劃，員工潛力和積極性得到充分激發。
張斌又說，去年山東省國資委制定了

利用三年時間處置321戶「殭屍」企業的
工作計劃。截至去年底，列入第一批計劃
的125戶「殭屍」企業全部處置完畢。其
中包括整合盤活實現扭虧為盈27戶，掛
牌轉讓退出11戶，依規工商註銷38戶，
產能關閉14戶。今年將繼續處置第二批
「殭屍」企業124戶。

山東7混改企進入上市待審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東海關昨(18日)發佈最新數據顯示，
今年一季度，廣東外貿整體回穩向好，進
出口1.4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
增長15.4%。值得注意的是，自1月以來，
廣東外貿進出口已實現連續三個月正增
長，其中，與「一帶一路」沿線的東盟雙

邊貿易最搶眼，一季度大幅增長逾25%。
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廣東月度進出

口、出口和進口全面增長，進出口增幅逐
月增加，1月至3月，廣東外貿進出口值
分別為 4,849.2 億元、3,917.7 億元和
5,715.2億元，增幅從1月的7.6%增加至2
月的16.2%，3月進一步提升至2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監
管層出手遏制炒風，致熱門板塊急跌，A股投
資者無股可炒，滬深大市再入低迷。滬綜指
昨再跌0.79%，失守3,200點大關，兩市量能
則收窄至4,678億元（人民幣，下同）。不
過，貴州茅台股價逆勢高走衝破400元關口。

憂監管層打壓 炒風急降溫
雄安概念股、高送轉股、次新股三大雷區

日前同時被「引爆」，令市場投機氣氛迅速
降溫。上海一間大型私募機構人士對外透
露，因擔憂監管層系列動作的後續影響，在
操作上已降低倉位，目前僅約三成。
早市滬深大市延續低開，滬綜指下跌
0.21%。早盤窄幅震盪，但午後跌幅突然加
劇，兩市同時插水。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196點，跌25點或0.79%，不但日線三連
陰，亦跌破60日均線；深成指報10,411
點，跌39點或0.38%；創業板指報1,848
點，跌20點或1.07%。
雄安新區、津京冀、河北板塊衝高回落，
收市跌幅居前，均下挫超2%。雄安新區板
塊中，僅冀東裝備依然收於漲停，但尾盤亦

曾被大單強勢開板。
河北宣工、京漢股份
則跌停，冀東水泥、
巨力索具跌逾8%。
此外，釩電池、北京
冬奧、軟件服務、保
險、超級電容等板塊
亦跌幅居前。
不過貴州茅台股價

逆勢高走，甚至一舉
突破400元大關，收
報於404.65元/股，
漲2.24%，再創歷史
新高，並引領釀酒板
塊集體上行，其中伊
力特升5%、山西汾
酒、古井貢酒均升
4%、洋河股份升 3%、五糧液也上漲了
2%。
天信投顧認為，市場在極度恐慌的情緒

下，再度跌破重要支撐，空頭趨勢已經非
常明顯，一旦今明兩個交易日有效跌破
3,200點，股指大概率將繼續向3,000點整數

關口邁進，若在3,200點關口獲得支撐，則
短期內還有望迎來「第二春」，惟目前市
場熱點非常稀少，管理層又採取高壓政
策，股指「第二春」的概率不大，建議投
資者短期多看少動，補倉或抄底不能急於
一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人民銀行
昨公佈，以利率招標方式展開800億元(人
民幣，下同)逆回購操作，當中包括7天期
400億元；14天200億元和28天期200億
元，中標利率分別持平於2.45%、2.60%和
2.75%。由於公開市場有100億元逆回購到
期，即是淨投放700億元。本周公開市場逆
回購總共到期1,900億元。

意在對沖近期MLF到期量
人行本周一再次暫停逆回購操作，但當
日開展了4,955億元MLF操作，其中6個月

1,280億元、1年期3,675億元，對應中標利
率分別持穩於3.05%、3.20%。計及當日公
開市場還有200億元逆回購到期，實際淨投
放資金為4,755億元。業內人士認為，人行
此舉主要意在對沖近期MLF的到期量。由
於上周四，市場已有2,170億元6個月MLF
到期，昨日又有2,345億元6個月MLF到
期。從量上看，此次MLF操作對近期MLF
到期量進行了完全對沖，並在此基礎上超
額續做440億元。
另外，昨日人民幣匯率繼續走貶，人民
幣中間價報6.8849，較上一交易日下跌64

點子或0.09%。離岸CNH從早市起持續下
挫，到傍晚6時10分跌至6.888的全日低
位。截止6時半報6.8859，較前一個交易日
貶值百餘點子。在岸CNY於下午1時跌穿
6.89關口，最低見6.8920，之後有所回升，
截止傍晚6時半報6.8857，較前一個交易日
跌幅亦超過100點子。
路透引述交易員表示，本月中實需購匯

較多，大行適度提供美元流動性，匯價暫
時穩定在6.89元附近；近期地緣局勢緊張
依舊，但對人民幣的直接影響不大，料短
期仍延續橫盤走勢。

粵外貿增幅擴大 對東盟最搶眼

■圖為成都某證券營業部股民關注大盤走勢。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