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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市傳「債券通」最快

將於7月3日，即回歸假期後首個交易日正式啟動。消息指，機制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流動

性提供者，即做市商亦已經確定，首批總計將有20家，其中包括14家中資機構和6家國

際金融機構。

債券通傳債券通傳77月月33日啟動日啟動
首批首批2020家做市商確定家做市商確定 名單超預期名單超預期

債券通交易撮要
投資渠道 初期將先開通「北向通」，未來將適時研究擴展至「南向通」
投資額度 北向通不設投資額度限制
投資者範圍 ■北向通投資者：包括境外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主權財富基金、國際金融機構、境外依法註冊成

立的各類金融機構及其發行的投資產品、養老基金、慈善基金、捐贈基金等人民銀行認可的其他
中長期機構投資者；

■人行注重引入以資產配置需求為主的央行類機構和中長期機構投資者。
投資範圍 ■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流通所有類型：國債、地方政府債、政策性銀行債、金融債券、公司信

用類債券等；
■交易工具：央行類境外投資者可進行現券、債券回購、債券借貸、債券遠期、利率互換、遠期利

率協議等；其他境外投資者可進行現券、基於套期保值的債券借貸、債券遠期、遠期利率協議及
利率互換等交易。

交易安排 港交所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將與國際債券交易平台合作，提供電子交易
服務，使境外投資者與內地交易商可以直接交易

結算安排 透過金管局營運的CMU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和銀行間市場清算所公司分別開立的賬戶進行
資金跨境流動 原則上與人行現時的相關規定一致，沒有資本鎖定要求，亦允許投資者可選擇以人民幣或以外幣兌
及匯兌安排 換人民幣到內地進行債券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金融科技近年發展蓬勃，本
港亦積極向該方向發展。FinTec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FTAHK)昨宣佈正式成立，以推動本港金融科技社群邁向公
開、共融及多元發展作為目標。FTAHK董事會成員兼普華永
道中國及香港金融科技及監管科技總監獅恒利(Henri Arsla-
nian)於記者會表示，該會期待能與整個金融科技業界的生態系
統攜手合作，與無論是初創企業、金融機構，抑或是規管機構
或政府，共同推動香港乃至世界的金融科技向前。
獅恒利指，香港擁有多元化及發展迅速的金融科技社群，

FTAHK將會以三個主要目標協助香港進一步成為頂尖金融科
技中心，分別是代表香港金融科技業，為業界統一發聲；集合
業內各界力量，創造多元化及有活力的金融科技社群；向現時
的業界領袖學習並培育下一代金融科技人才。他又透露，曾有
初創企業反映招聘實習員工時遇到困難，相信協會日後可扮演
橋樑角色，進行轉介，協助培育人才。

扮演橋樑助培育人才
FTAHK是一個獨立、非牟利的會員制組織，並由本地金融
科技從業員成立，旗下設有各個由會員義務組成的委員會。獅
恒利表示，這些委員會將專注於業內核心範疇，包括區塊鏈、
人工智能、大數據、支付、監管科技及金融知識等領域。各委
員會及協會成員將匯聚本港及其他地區有志於推動金融科技的
不同持份者，促成、指導及推行相關範疇的發展，並從而建立
一個更龐大及緊密連繫的金融科技生態網絡，以廣泛惠及香港
社會。

金融科技業成立FTAHK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
儀）中華國際（1064）昨披露，
最近公司收到一份由所謂廣州正
大清算組發出的告知函，聲稱準
備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請搖
珠確定評估和拍賣附屬公司廣州
正大的資產，包括兩塊總面積約
為1.68萬平方米地塊及一座兩層
非永久性商業群樓。公司董事總
經理何鑑雄昨於記者會上回應，
公司已取得法律意見，正大清算
組存續超過法定期限，不具備處
理廣州正大公司事務的資格。廣
州正大仍在進行經營活動，未進
入清算狀態，又稱全國企業信用
資訊公示系統（廣東）亦顯示廣

州正大正在營業中。
何鑑雄指出，涉事的清算申請人

「越房私企」並沒持有廣州正大股
權，亦沒持有土地的擁有權，指公
司事前完全不知道有關清算組的存
在，亦完全不認識有關人士，懷疑
是有個別人士「黑箱作業」，對公
司資產作不法企圖。而申請人不是
公司債權人，亦非公司股東，不明
白有關申請何以得到法院確認。他
認為法院有繞過廣州正大對公司資
產強制清算之嫌，懷疑法院司法程
序不公。
公司非執行董事楊國瑞則聲明，

廣州正大從未舉行過清算自己公司
的會議，質疑「清算組」成立理

據。他又指公司已徵詢了法律意
見，認為由「清算組」發出的告知
函無效，惟事出突然，所以仍未有
解決方案，但表明公司會直接到廣
州中級法院了解事件。

涉及資產市值30億
楊國瑞又指，一旦有關資產被拍

賣，所涉及的資產市值約30億元，
是公司的「部分重大資產」，雖因
公司在重慶還有其他重大的資產，
事件不會影響其上市地位，但會對
公司帶來重大的損失。但由於告知
函內容不合法，不具法律效力，即
使不理會告知函，對公司資產不會
有影響。

■■何鑑雄何鑑雄((左左))昨回應廣州正大清算組事宜昨回應廣州正大清算組事宜。。右為楊右為楊
國瑞國瑞。。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靜儀香港文匯報記者吳靜儀 攝攝

中華國際：有人對公司資產作不法企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象
錢寶董事總經理李德光昨於記者會上
宣佈，首推「三個月免供期」優惠及
「免入息證明」，設有6至36個月的
不同還款期，貸款額最高為30萬元。
他認為，香港網貸市場規管十分嚴
格，相信社交借貸有相當大的發展空
間和潛力。

私人貸款最高30萬
據李德光介紹，「三個月免供期」

即是最多可於三個月內毋須作任何償
還，從第四個月開始，逐月清還整筆
分期貸款本金及利息。

公司會根據每個貸款人的信貸評
級，給出個人貸款息率，而該評級會根
據國際通用法作系統性數據及質量分
析，設有6至36個月的不同還款期。在
無抵押的情形下，私人貸款額最高為
30萬元。對於平台的投資者，李德光
介紹，公司只接納「專業投資者」的投
資，為其提供年息達7%至10%的「象
錢寶消費信貸基金」，且可保證每月定
期將利息存入賬戶，投資者可以自由選
擇一至三年的投資期組合，而違約的風
險也由公司承擔。
他認為，全球社交借貸（P2P）處

於迅速增長的狀態，2015年時市場規

模已有640億美元，有機構預計到
2025年時，可達1萬億美元。而本港
市場內，P2P借貸平台並不多，貸款
違約僅接近5%，投資者可獲得的回
報遠高於傳統銀行，未來市場有巨大
的潛力。

回報較傳統銀行高
營運總監譚珞峰透露，象錢寶營運

10個月來，每月增長額為15%。貸款
人的平均貸款額約為10萬元，年齡介
於45至54歲的群體可佔一半以上，
且九成為男性。大多貸款以作信用卡
找數、房屋裝修、子女教育為用途。

銀基：搭建B2B平台拖累盈利

象錢寶：社交借貸發展具潛力

■■李德光李德光((左左))指香港網貸市場具備發展指香港網貸市場具備發展
空間和潛力空間和潛力。。旁為譚珞峰旁為譚珞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梁燕美）銀基集團（0886）最新
年度業績大幅倒退，執行董事兼總財務總監王晉東昨於業績會
上解釋，主要原因是集團搭建B2B平台，拖累盈利較去年下跌
逾九成，目前該工作已接近尾聲，待平台完成搭建工程，有較
多盈利增長及負債水平較低時會考慮派息。
據業績報告披露，集團在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的財政年

度內，共錄得收益約14.99億元，較去年增長19%；權益持有
人應佔利潤為620萬元，同比下跌近95.2%。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約0.27仙。不派末期息。期內集團來自內地市場的收益佔
總收益約79.6%，來自國際市場收益則佔總收益約20.4%。
王晉東表示，期內集團盈利錄得超過九成的跌幅，主要因銷
售及經銷費用達2.9億元，當中大部分是用於搭建B2B平台。
他強調，為搭建平台而支出的費用屬於一次性支出，相信隨着
搭建工作完成，支出費用將大幅減少，在已經啟動B2B平台運
作的城市，不會再發生類似的費用。

盼明年會員增至28萬
對於集團未來業務發展，王晉東指，集團現時已經有13萬
家煙酒店註冊成為旗下的會員，所以希望在今、明年內將會員
數目增加至28萬；在262個內地城市完成搭建平台，未來有望
擴展至330個城市。另外，集團總裁嚴俊指，未來會積極尋找
合作夥伴，及合適的大眾消費的產品等，增加集團的收入。

■左起：集
團 總 裁 嚴
俊、主席兼
行政總裁梁
國興、執行
董事兼總財
務總監王晉
東。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梁燕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
內地GDP首季增長6.9%好過市場預
期，中銀香港（2388）首席經濟學家
鄂志寰昨在記者會上認為，內地經濟
已經築底回穩，首5個月工業增加
值、固定資產投資、零售銷售，以及
進出口等增速大致趨穩。她指「三去
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
桿、降成本、補短板）漸見成效，企
業經營環境改善，預計今年GDP增長
可達6.7%。
今年人民幣匯率保持平穩，鄂志寰
預期人民幣下半年的貶值壓力不大，
因為中美達成貿易協議，緩和貿易戰
憂慮，對內地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帶來
支持。另外，內地出口持續改善，今
年首5個月人民幣計價出口同比上升
14.8%；加上市場利息上升，中美息
差擴大等因素，故認為人民幣匯率可
以保持穩定，未來會處於6.85至6.9
區間。

不 過 ， 星 展
（香港）高級經
濟師梁兆基在另
一個場合指出，
下半年內地經濟
增長將會放緩。
受上半年利率

上升影響，生產
物 價 指 數
（PPI） 按 年升
幅減少，上游企
業盈利得益於
PPI 上升惟下游
企業卻未見改
善，五月份個人
可支配收入增長更首次低於GDP增
長。由於現時內地發債成本高，成本
一般需要3至4厘，預期內地下半年
將不再收緊貨幣政策，改為向實體經
濟「泵水」，預計今年GDP增長為
6.5％。

星展料全年GDP增長6.5%

星展經濟師周洪禮則認為，內地下
半年債券違約風險將會上升。現時內
地1年期國債息率是2015年以來最
高，短期融資成本昂貴，加上監管當

局限制企業在境外融資，令到期債務
難以再融資。他認為人民銀行難再進
一步提高息口，一旦美國再加息內地
難免有走資壓力，資本賬監控不會放
鬆，預計今年內地直接對外投資將下
降50%。

中銀香港：內地經濟已築底回穩

■左起：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蔡永雄、首席經濟
學家鄂志寰博士、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高級
經濟研究員卓亮。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偉昉 攝

據內地《經濟觀察網》昨日報道，債券通最快將
於7月3日，即回歸假期後首個交易日正式啟

動，首批20家做市商亦已確定。消息人士不預期債
券通開啟之後，會立即帶來很大交易量，甚至可能會
出現「托量」的情況，但大量做市商的參與確實有助
於提高該市場的流動性。

展現兩地監管機構決心
消息人士表示，獲批的做市商名單之多超出預期，
「表明內地和香港兩地的監管機構都希望盡快做大該
市場的決心」。內地做市商名單中，各間最重要的銀
行和券商都包括在內，「工、農、中、建、交，以及
最領先的股份制銀行都在其中，另外還包括四大券
商。」
消息人士又指，所有具備中國銀行間市場債券
（CIBM）結算代理人資格的在華外資機構都獲包括
在國際機構做市商之內，計有渣打、匯豐、德銀、星
展、法巴，以及花旗。雖然首批只有20家做市商能夠
在7月3日參與債券通，但長遠來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的全部80家成員單位都有資格加入債券通擔任做市
商。

傳開通請柬已發至相關機構
另外有傳媒報道，市傳已有參與債券通的機構收到

債券通開通儀式請柬，將於7月初在港交所（0388）
展覽館舉行，惟請柬沒有提及具體日期，因為債券通
實際開通日期仍待兩地監管機構公佈。有關儀式由中
國外匯交易中心和港交所聯合籌辦，屆時已經上任的
特首林鄭月娥將會出席，但未提及有中央領導人。

海外投資者可直接交易
此外，電子交易平台Tradeweb Markets 日前宣

佈，將成為第一個與CFETS連接的離岸交易平台，
成為離岸投資者進入「債券通」的主要交易界面。合
資格的海外機構投資者可通過Tradeweb連接CFETS
交易系統，直接與CFETS市場上內地的做市商問價
和交易，而不需通過單一代理銀行。此外，投資者可
以利用全球託管人來結算，Tradeweb指可以幫助投
資者更容易和更方便接觸在岸做市商，且令價格更具
透明度。
「債券通」包括「北向通」及「南向通」，初期將
先開通「北向通」。現階段「北向通」的投資者只限
境外央行、金融機構等機構性投資者，可投資於
CIBM交易流通的所有券種，且不設額度限制。6月
12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佈債券通交易規
則（試行）意見稿，指境外投資者發送報價請求的請
求量，最低為100萬元人民幣，最小變動單位為100
萬元人民幣。

■■左起左起：：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梁兆基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梁兆基、、經濟經濟
師周洪禮師周洪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偉昉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偉昉 攝攝

■■市傳市傳「「債券通債券通」」最快將於最快將於77月月33
日日，，即回歸假期後首個交易日正式即回歸假期後首個交易日正式
啟動啟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