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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館 受 歡 迎
在哈薩克斯坦舉辦的阿斯塔納

世博會，中國館是最受歡迎的場
館之一，消息指輪候時間最長達
8小時。中國館現場有介紹新能
源的短片，吸引不同國籍人士輪
候觀賞；同場亦有不同攤位介紹
中國最新發展的新能源技術，目
不暇給。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洪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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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點名
多種金融風險

‧ 銀行業資本充足率下
降，利潤增速放緩；

‧ 非金融企業債務風險
暴露，授信總額10億
元以上企業發生債務
風險 事件較多；

‧ 金融機構操作風險、
合規風險不容忽視；

‧ 房地產市場出現局部
泡沫風險；

‧ 表內外風險可能交叉
傳染；

‧ 互聯網金融和非法集
資風險暴露；

‧ 比特幣等特定虛擬商
品吸引投資者跟風炒
作存在一定風險；

‧ 個別證券公司內控不
嚴。

製表：記者海巖

商銀不良貸恐低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東莞市政府昨日在港舉行
「深化莞港合作，打造對外開
放新支撐」交流會，市長梁維
東在會上表示，希望進一步深
化與香港的合作，在推動大灣
區一體化建設中作出更多的貢
獻。

兩地產業互補
梁維東指出，多年來莞港兩

地經貿交流合作密切，香港為
東莞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相當
重要的貢獻。在莞港資企業達
6,200多家，佔全市外資企業的55.9%。轉型
升級的「香港經驗」為東莞提供了可靠的路
徑參考，「香港服務+東莞製造」更讓莞港
兩地都享受了發展紅利，形成了良性的產業
互補。
在參與大灣區的建設發展中，梁維東認為

莞港可以積極把握五個機遇：首先，把握實
施倍增計劃的機遇，推動港資實體經濟轉型
升級；其次，把握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
區建設的機遇，推動國際創新合作；第三，
把握「一帶一路」機遇，推動企業「走出
去」；第四，把握CEPA深入實施的機遇，

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高端服務業；第五，把
握城市品質提升的機遇，參與東莞城市規劃
建設管理上實現更大作為。
同一場合，中聯辦副主任林武表示，國家

主席習近平訪港見證深化粵港澳合作，是次
交流會「恰逢其時」，相信港莞合作潛力巨
大。
東莞市副市長黃慶輝，中聯辦聯絡部副部

長陳小兵，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鄧家
禧，香港東莞社團總會首席會長陳永棋、主
席朱李月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麥鄧碧
儀等政商界人士出席了交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昨日通報2016年度上海法院金融
商事審判白皮書相關內容。據透
露，期內上海法院收案的證券、
期貨糾紛錄得1,567件，同比暴
增181%，主要是由於上市公司
因虛假陳述等違規行為，被監管
部門行政處罰後，投資者起訴上
市公司的民事賠償案件大量湧
現。
白皮書同時顯示，2016年以
P2P網絡借貸為代表的互聯網金
融案件數量亦激增，特別是互聯網金融企業
較為密集的轄區法院如浦東法院，全年受理
此類案件329件，同比增加了近兩倍。上述
案件涉眾性特點明顯，平台信息的中介功能

也在異化，有的平台在作為信息媒介平台之
外，還充當了信用中介平台，同時平台往往
採用非實名制交易機制，造成當事人身份信
息查證困難。

去年內地網絡借貸訴訟增兩倍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出台文件提出加
快發展商業養老保險，中國保監會副主
席黃洪表示，保監會將細化商業養老保
險資金重點投資領域的業務規則，協調
制定投資支持政策，完善風險保障機
制，為商業養老保險資金服務國家戰
略、投資重大項目、支持民生工程建設
提供綠色通道和優先支持。

限制進入競爭性行業
黃洪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指出，商業養
老保險資金運用應該追求的是風險相對
較低，回報比較穩健的投資項目和投資

渠道，不宜進入競爭性行業。他表示，
保監會將從強化資質管理入手，設定較
高准入門檻。力爭在保險法修訂中體現
商業養老保險資金安全穩健運營的要
求，同時完善現行保險資金運用規則，
逐步建立商業養老保險資金運用監管評
價指標體系。
另外，黃洪表示，保險機構要經營商
業養老保險，首先要看精算技術和人才
儲備符不符合要求，投資能力、風險管
控能力、償付能力，以及股東可持續增
資能力等也尤其重要，保監會將綜合評
估，確保資質過硬。他並稱，在健全多

層次養老保障體系方面，商業養老保險
要發揮生力軍作用，商業保險機構要發
展安全性高、保障性強、滿足長期或終
身領取要求的商業養老年金保險，並提
供企業（職業）年金計劃等產品和服
務，有序參與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全國
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

研住房反向抵押保險
監管部門將引導發展老年人意外傷

害、長期護理、住房反向抵押等商業養
老保險，逐步建立長期照護、康養結
合、醫養結合等養老服務保障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萬科（2202.HK）發佈銷售
簡報稱，今年1月至6月累計實現銷售金額
2,771.8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的
1,900.8億元增加45.82%；6月單月銷售金額
491.3億元，同比增加15.87%。
今年上半年，萬科累計實現銷售面積

1,868.5萬平方米，6月單月為348.4萬平方
米。
另外，萬科昨天開市前停牌，公司其後公

佈，有關以551億元人民幣收購廣東國際信
託投資公司若干資產及土地的事宜已簽署正
式協議。

萬科上半年賣樓增46%

莞港冀加強合作 投資大灣區

保險股造好 滬指收復3200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政府發文支持加快發展商業養老保
險，提振了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前景，
保險股應聲大漲。新華保險A股一度躍升
8.8%，收市升逾 7%；中國平安收升
5.22%，太保和國壽分別升4%和2%，保
險板塊升逾6%。
國務院周二發佈「關於加快發展商業
養老保險的若干意見」，稱國家希望保
險公司創新商業養老保險產品和服務，
發揮商業養老保險資金長期投資優勢，
參與重大項目和民生工程建設。

年底前啟動稅延養老險試點
國泰君安證券表示，意見提出2017年

年底前啟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
險試點，超市場預期。分析師報告中指
出，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推
出，長期看將有利於保險行業保費擴

張，壽險業的發展將獲得剛性支撐，後
續政策超預期概率較大。

分析指出，「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納
稅人口約3,000萬左右，假設個稅遞延年
保費額度為8,400元人民幣，納稅人購買
養老險的參與度為50%，那麼新增養老
險保費規模為1,260億元，佔2016年全年
人身保險公司規模保費的3.65%。
滬深兩市方面，上證50指數捲土重

來，引領大市低開高走。滬深兩市小幅
低開後，維持震盪，已經連日低迷的上
證50指數，突然發起攻勢，大市亦拉升
翻紅。午後持續走強，受有色金屬、次
新股、保險等板塊提振，滬指高歌猛
進，全日收報 3,207 點，漲 24 點或
0.76%；深成指報10,561點，漲86點或
0.82%；創業板指報1,836點，漲7點或
0.39%。上證50指數升幅達1.47%，中證
100 指數升 1.26%，滬深 300 指數漲
1.1%。兩市共成交4,100億元，較上日放
量25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防控金融風險不放鬆，
中國人民銀行在最新發佈《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中則詳細分析當前
金融業各類風險，包括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可能被低估、表外業務存
風險隱患等。昨天發表的央行2016年年報強調，今年把防範風險放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推動資產管理產品、實業企業投資金融業
及金融控股公司有關監管規則出台，在積極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
節金融改革的同時，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人行警示防風險

央行在周二發表的金融穩定報告中
指出，2016年中國銀行業資產質

量下行壓力趨緩，資本充足率略有下
降。截至2016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不
良貸款餘額2.19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
其中，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1.51萬
億元，已連續21個季度反彈。銀行業關
注類貸款餘額5.28萬億元，銀行業逾期
貸款 3.24萬億元，均持續上升。而衡量
潛在不良的指標——逾期90天以上貸款
餘 額 與 不 良 貸 款 餘 額 比 值 達 到
102.6%，比上年末上升7.97個百分點。
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176.4%，比上年
末下降4.85個百分點。

批評表外業務管理薄弱
同時，個人不良貸款餘額也有所上
升，截至2016年末，個人不良貸款餘額
5,728.2億元，比年初增加618億元。

此外，截至2016年末，商業銀行資
本充足率13.28%，同比下降0.17個百
分點，資本補充壓力有所加大。
另外，銀行業的表外業務繼續增長，
截至2016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業
務餘額為253.52萬億元，其表外資產規
模相當於銀行業表內總資產規模
109.16%，比上年末提高12.04個百分
點。報告稱，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管理仍
然較為薄弱，表內外風險可能出現交叉
傳染。

規範金融市場創新發展
央行年報提及，將防控金融風險放到

更重要的位置，重點關注銀行業資產質
量、流動性、同業業務、銀行理財和表
外業務等領域的風險，密切跟蹤交叉性
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
融資平颱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和非法
集資風險；防範民間金融和境外金融風

險的衝擊，重視海外合規風險管理。
對於防控金融風險，央行在年報中提

出多項措施。央行表示，將進一步完善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將更多金融活
動和金融市場納入宏觀審慎管理；進一
步規範金融市場創新發展，加快推動資
產管理產品、實業企業投資金融業及金
融控股公司有關監管規則出台；完善存
款保險風險識別和處置功能，推動建立
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健全金融風
險特別是跨行業、跨市場風險的監測、
評估、預警和處置體制機制建設。
另外，在金融改革方面，央行在年報
稱，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着力
培育和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調控和傳
導機制，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
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穩定；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雙
邊貿易投資本幣結算和推進雙邊本幣合
作。

■人行年報提及，要將商銀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資料圖片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通報上海法院金融商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通報上海法院金融商
事審判白皮書事審判白皮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攝

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世博會精華

推 廣 茶 藝
7月5日，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

世博會中國館當天進行公益活動，
圖為工作人員向不同國籍的觀眾推
廣茶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洪鏘 攝

■■中資保險股全線反彈中資保險股全線反彈，，中國中國
平安收市升逾平安收市升逾55%%。。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莞市長梁維東指東莞市長梁維東指，，莞港合作令兩地都莞港合作令兩地都
享受紅利享受紅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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