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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外資參與債市具發展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港交所
（0388）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昨出席「人民
幣定息及貨幣論壇」時表示，內地債券市場正處
於快速增長時期，「債券通」將吸引更多外資流
入內地在岸債券市場，擴大在岸債券的國際影響
力，可強化其定價權。他又指，若內地不開放債
市，人民幣難真正國際化。

債市增長規模近40萬億
巴曙松表示，於 2020 年「十三五」規劃末期，
內地債市佔 GDP 的比例，須要達到 100%。按照

目前 GDP 增速估計，於 2020 年「十三五」規劃
末期的內地 GDP，達 95.73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而內地債市增長規模約 40 萬億元。他表
示，目前外資參與內地債市的比例，處於較低水
平，而外國政府和其他官方機構擁有人民幣資
產，佔官方儲備約 1%，與目前內地金融市場規
模並不相稱。
去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批准人民幣加
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為全球主要
儲備貨幣，權重為 10.92%，巴曙松表示，SDR
的權重具重要的參考指標、若內地債市外資持有

的比例，由現時不超過 2%提升至 10.92%，預計
2020 年外資持有內地債市的規模約 9.5 萬億元，
可以帶動債市的發展。

開放債市助人幣國際化
內地推動市場化改革，金融機構須進行負債風
險和流動性的管理，而成熟的債券市場可為銀行
配置資產、管理風險和金融對沖提供平台，故內
地需要一個交易活躍的債券市場。他續指，若內
地沒有開放的債券市場，人民幣難以成為國際的
貨幣，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力始於貿易結

算，預計未來其推動力轉移成投資產品的結算。
市場憂慮「債券通」開通後，可能導致內地債
券於在岸的定價權減弱，巴曙松表示，「債券
通」吸引更多外資流入內地在岸債券市場，擴大
在岸債券的國際影響力，同時透過在岸中國外匯
交易中心和清算機構，進行交易和結算，定價權
可得到強化。
支付結算在貨幣的佔比有上升的趨勢，惟仍處
於初步發展階段，而內地債市的國際化程度，與
其他發達市場差距較大，料內地債市仍面對挑
戰。

中企併購意願高 近四成擬「走出去」
安永：戰略性併購仍受到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有調查報告指出，中企併購意願高漲，近九成的受訪企業正在運作的交易平均多於三
單，近四成受訪者稱將進行跨境收購。安永財務交易諮詢服務大中華區主管合夥人蘇麗透露，去年以來雖然國家收緊了外匯監
管，但並非「一刀切」，戰略性併購依然得到支持。她並透露，為了解決資金問題，越來越多的中企與美元基金合作進行海外交
易。

安永的《全球資本信心晴雨表》
報告，調查了來自 43 個國家和

地區的2,300 多名高管，其中 154 名來
自內地。調查發現，在大中華區，
43%企業預計未來 12 個月內將進行收
購，絕大多數（97%）企業料內地的
併購市場在未來 12 個月內將保持穩定
或有所提高。89%的內地受訪企業正
在運作的交易平均多於 3 單，其中
37%受訪者表示將會進行跨境收購，
以增加市場份額。

外匯監管效果立竿見影
在蘇麗看來，2016 財年強勢收官、
2017 財年良好開局，大大提升了管理
者參與併購交易的意願。她表示，創新
驅動轉型正不斷推動企業收購勢頭，併
購交易為公司提供捷徑，有助公司在當
前科技創新與數字化環境中生存。
不過，目前雖然有 44%的中企潛在
交易項目儲備超過 5 個，卻較去年 10
月的 90%大幅減少，且與全球趨勢相
背。
蘇麗解釋指，這與去年 10 月起中國
政府加強外匯監管有關，政府希望中

企做新的海外併購，而不是盲目出海
或僅是通過併購方式將錢轉出去。她
認為上述效果立竿見影，因為當時的
90%可謂盲目樂觀，而 44%才是正常
理性的回歸。

中企夥美元基金合作交易
對於中企跨境收購是否仍將遭遇跨
境資本流出障礙，蘇麗指，今年 3 月
以來，外匯資金跨境流出已較早前放
鬆，從國家角度而言，亦非對所有跨
境收購一攬子全部攔截，戰略性收購
還是得到支持，「我們手上做的案
子，不管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
有拿到批准，金額都不小。」
她還透露，中企也越來越多與私募
股權基金、美元基金一起合作海外交
易，除了解決部分資金問題，美元基
金等亦可協助中企把控交易流程，做
法更國際化。
另據安永亞太區資本運營部主管合夥
人衛濱介紹，全球調查結果顯示，儘管
市場情況瞬息萬變，仍有56%的企業預
計將在未來 12 個月內開展併購交易，
較上一年增加6個百分點。

■安永財務蘇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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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安永報告撮要
■ 中企併購的熱門行業：汽車與運輸、採礦和金屬、電信、科技、多
元化工業產品以及金融服務。

張小平：重點發展「兩產一水」
張小平表示，宜春將重點發展「兩
產一水」，即是鋰電新能源、中醫藥
和以明月山富硒溫泉水為代表的水經
濟。首先，把鋰電新能源產業作為強

攻工業的首位產業，打造「亞洲鋰
都」，今年初市政府出台具體實施意
見，重點打造碳酸鋰、鋰電池材料、
動力及儲能鋰電池和新能源車等生產
基地，力爭到 2019 年主營業務收入達
到660億元（人民幣，下同）。
第二是把中醫藥產業作為強攻工業
的支柱產業，振興「中國藥都」。張
小平指出，宜春中醫藥發展歷史悠
久、資源豐富、基礎良好，2016 年產
業規模佔全省 1/5 強，擁有內地馳名
商標 6 件，為全省最多。宜春將圍繞
「五個一」，即建設一批種植基地、
培育一批龍頭企業、形成一批拳頭產
品、打造一批產業集群、建成一批保
健機構，力爭到 2019 年產業規模達到
800億元。
第三是做好水經濟，目前已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美婷）交通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昨出席「人民幣定息
及貨幣論壇」時表
示，內地政府所推行
的「一帶一路」方
案，令不少國家感興
趣，料有助人民幣的
國際化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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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平表示，過去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民幣利率水平較高，
令境外使用人民幣的需求不大，不過隨着美國進入加息周期，
預計內地今年不會加息，人民幣的融資成本相對減少，相信更
多機構投資者或經濟體願意持有人民幣，相信其後市場對人民
幣的需求增加。加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內地的貿易規模
龐大，料這些國家會更多使用人民幣作為支付結算。
另外，「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由亞投行和私募基金等內地主導
的機構參與，預料項目資金會來自人民幣融資和信貸。「一帶一
路」的沿線國家大多是大宗商品的輸出國，而內地為最大的需求
國，亦為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打好基礎。
不過，連平認為，經濟環境和地緣政治均為「一帶一路」的
風險，期望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改善，以及運用銀行國際化和人
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推進「一帶一路」的發展。

■ 中企併購的前五大投資目的地：中國、美國、日本、印度、新加
坡。
資料來源：安永《全球資本信心晴雨表》

宜春訪港引資逾 14 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
江西省宜春市政府昨在本港舉行「江
西省宜春市（香港）重點產業投資合
作懇談會」，會上簽約的合同項目有
16 個，總投資 14.52 億美元。中共宜
春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張小
平在會上表示，希望通過此次懇談
會，吸引更多港資企業、資本和人才
落戶宜春。他承諾，當地將提供「最
優惠的政策、最優質的服務、最優越
的環境」，希望雙方在更廣領域、更
深層次實現互利共贏。

交行：
「帶路」有助人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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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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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文 攝
「明月宜雲」、「明月依雲」等6個商
標，並積極與國際知名礦泉水企業合
作，打造中高端水品牌。此外，為鼓
勵外來投資，該市還推出了100項降成

本優環境措施，去年累計為企業減負
54 億元；制定了一系列投資政策，在
收費減讓、財政扶持、土地供應、手
續辦理等方面提供了優惠和便利。

潤藥冀明年分銷業務擴至全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婉
玲）華潤醫藥
（3320）投資者
關係部總經理陳
則明昨於傳媒午
宴上表示，截至
陳則明((左)冀明年底前可進一步開拓
去年底醫藥分銷 ■陳則明
西部地區。
。旁為投資者關係部經理李麗
業務覆蓋全國 23 西部地區
莎
。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
個省份，主要分
佈在東部及南
部，期望明年底前可進一步開拓西部地區，冀今年可以增加 3
至5個新省份，以達到在2018年或2019年完成全國覆蓋。
陳則明表示，公司會繼續尋求製藥業務方面的收購對象，例如
心腦血管、抗腫瘤、呼吸道及消化道等企業。在製藥業務上除了
留意內地併購機會，亦會留意海外項目。至於公司在招股時指有
45%的資金會用於併購計劃，現時只用了一部分。
陳則明又透露，以往公司每年的資本開支一般維持在約20億元
（港元，下同），估計今年會投放20億至30億元，而研發開支
則會維持在7.5億元。公司去年純利錄得跌幅，他解釋，主要因
為人民幣貶值，以及2015年度計入非經常性收入所致，若撇除相
關影響，公司去年經常性利潤按年有雙位數增長，預計今年公司
業務能夠穩步上升。

公司名 39 個字 史上最長
「唔怕生壞命，最

 & 怕改壞名」，或許是
為了以怪招打響知名度，近年來內地有不

少企業挖空心思，以「搞噱頭」的方式為
自家公司起名，令人啼笑皆非。近日有一
家內地企業突然在網絡爆紅，該公司全名
為「寶雞有一群懷揣着夢想的少年相信在
牛大叔的帶領下會創造生命的奇跡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見圖)，長達整整39個字，
堪稱是「史上最長」公司名。不少網友笑
稱，「一口氣念完會憋死。」

企業貨真價實 網絡熱爆
第一眼看到如此奇葩的公司名，相信
正常人的想法都是難以置信，懷疑會否
又是一單惡搞的假新聞。但香港文匯報
記者登錄「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
統」查詢後發現，這竟然是一家貨真價
實、真正存在的公司，各種信息一應俱
全。註冊資本為 1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法定代表人名叫黨永鋒；成立日

期是 2017 年 5 月 22 日；地址是陝西省
寶雞市渭濱區新華巷78號。
此外系統還列出了該公司的經營範
圍，五花八門涵蓋多個領域，包括：電子
商務（不得從事金融類業務）；計算機軟
硬件的研究開發、安裝與維護；計算機系
統服務；市場營銷策劃；企業形象策劃；
組織國內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會議及展覽
服務；電子產品、文具用品、電子計算機
及輔助設備、工藝品、日用品、土特產
品、農副產品的批發、零售。
該公司引起眾多網友圍觀，笑稱這絕
對是「史上最長名稱」的公司。有人對
這39個字進行解讀，猜測該公司「是要
搞個創造生命奇跡的大項目。」更多人
則將之當成純粹的笑料，諷刺若要一口
氣念完公司名，會透不過氣來被憋死，
「這不是創造生命，是在消耗生命。」
翻查記錄發現，為公司起奇葩名稱的內
地企業，絕對不在少數。深圳有家公司名
為「賺他一個億電子實業有限公司」，註

冊資本100萬元，經營範圍為光電、電子
產品、工藝禮品的研發及銷售等。北京有
家「怕老婆科技有限公司」，註冊資本50
萬元，經營的是技術推廣服務；銷售日用
品、文具用品、化妝品等。更令人無語的
是，還有家公司赫然名為「南京啪啪啪網
絡科技有限公司」，引起眾多網友浮想聯
翩，戲稱該公司研究的可能是「啪啪啪是
否有科技含量」。

內地相關法規有待完善
有分析認為，之所以出現如此眾多的

奇葩公司名，主要是因為內地的相關法
規尚未完善。目前根據內地的規定，公
司名禁止出現以下元素：有損於國家及
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對公眾造成欺騙
或者誤解的；外國國家（地區）名稱、
國際組織名稱；政黨名稱、黨政軍機關
名稱、群眾組織名稱、社會團體名稱及
部隊番號；外國文字、漢語拼音字母、
阿拉伯數字；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禁止的等。這些條款顯然不夠具體，因
此被不少標新立異者鑽了空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