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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湧入 A股10月「開門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10月首個交易

日，A股一如所料迎來「開門紅」。滬綜指早市大幅高開近

2%，一舉突破3,400點，或受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走弱

等消息壓制，股指緩慢回落，最終僅收漲0.76%，報3,374

點，3,400點又打水漂。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大市有所反覆，

表現未及預期，外資依然洶湧而至，滬股通淨買入創逾一年新

高，深股通則創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據
《路透社》消息，中石化（0386）擬
將在阿根廷的石油資產出售，虧損及
勞工業務促使中石化撤出該項業務，
消息人士稱可能價值7.5億至10億美
元之間，可能有超過 15個潛在買
家。

該項油氣資產主要位於阿根廷南部
的Santa Cruz省。據了解，中石化顧
問已經把阿根廷的石油資產推薦給
10多個潛在買家，這些資產的潛在
買家主要是美國、歐洲、非洲和拉美
的大型能源公司，包括安哥拉國有石
油公司Sonangol、俄羅斯國家石油公

司（Rosneft，俄油）、墨西哥Vista
Oil & Gas等公司，加拿大豐業銀行
旗下的Scotia Waterous為中石化提
供諮詢服務。

報價遠低於購入價
中石化的報價遠遠低於2010年買

入價的24.5億美元，當時公司為了使
其石油來源多元化，從美國西方石油
（Occidental Petroleum）購得該資
產。消息人士稱，考慮到勞動力困境
和石油產出下滑，中石化的資產無論
如何會很難賣，2015年就曾考慮剝
離這項投資。財新去年曾報道，根據
每桶60美元的原油價格計算，截至
2015年年底中石化在阿根廷的石油
項目虧損25億美元。

中石化擬蝕讓阿根廷油氣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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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綠
心集團（0094）上月底公佈，已根據

一般授權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85元向成吉思汗集
團配發及發行合共1億股份。行政總裁胡偉亮上周五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集團逐步發展輕資產，
希望帶動收入及利潤。隨集團在內蒙古的輕資產項目
發展一步步加深，預期今季可以有實質項目公佈。
對於集團在輕資產的部署，胡偉亮指，綠心去年收

購新西蘭森林管理服務公司，已帶來正面收入，同時
集團亦開始進行航運服務。據中期業績披露，除原木
及木材產品銷售外，集團森林管理費收入產生的收益
較去年同期增長33.9%，而錄得新的航運服務費收入
為86.6萬元。他表示，期望透過發展輕資產，利用服
務和技術為集團帶動新的收入和利潤發展，希望輕資
產的收入和利潤佔比能達30%以上。

參與修復內蒙礦山項目
胡偉亮表示，集團會在內蒙古進行環境修復項目，

當地作為礦業大省，有很多採礦地區的土地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響。國家近年強調生態發展，所以內蒙古自
治區政府亦很重視如何將受影響的礦山恢復為綠色生
態環境，為集團帶來發展機遇。他相信當地礦山經修
復後，可以發展為生態旅遊景點。集團將會參與前期
規劃、設計及建設，至於未來會否參與經營，則要視
乎當地項目的發展情況。
除了內蒙古，胡偉亮認為內地不同省份對生態環境

改善各有需求，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更甚，看好廣
東、廣西及江蘇的機遇。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他相
信當人事任命等各樣安排確定後，中央會對生態發展
的要求更高，而有關的推動工作力度亦會更清晰。

共享船舶助降低成本
綠心在上半年開始與其他原木出口商共享船舶，憑

藉其他出口商的貨量能夠迅速裝滿船舶，縮短貨運時
間間隔。胡偉亮稱，以往綠心每個月出口一至兩條
船，自從跟中國林業合作共享船舶後，一個月可出口
四條船，使貨物流轉加快，從而有助於降低倉儲成
本，節省10%運輸成本。

■■胡偉亮指集團將逐步胡偉亮指集團將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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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長假期間，外圍市場走勢強
勁，再加上央行宣佈定向降

準、十九大召開在即等利好助力，A
股早已蓄勢待發。同一早盤兩市氣勢
如虹，滬綜指、深成指、創業板指分
別高開了1.62%、1.45%、1.23%，
滬綜指開市即報3,403點，站上3,400
點關口。
不過，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
價報6.6493元，下調124個基點，創
8月25日以來最低，且是連續六日調
貶。此外，央行當日未進行公開市場
操作，實現淨回籠1,800億元（人民
幣，下同），上述種種或對A股構成
了壓制。

深港通淨買入歷史新高
股指全天呈現高開低走態勢，開市
勁升的銀行、券商、鋼鐵等板塊，漲
幅顯著縮窄，拖累滬指下行。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374點，漲25點或

0.76%；深成指報11,264點，漲177
點或1.6%；創業板指報1,889點，漲
22點或1.22%。兩市共成交5,384億
元，其中滬市錄得2,274.4億元。
雖然大市升幅遜預期，但外資卻

頗為踴躍，大幅流入。滬港通和深
港通北向淨買入合計為76.8億元，
創下2015年8月以來最大單日淨買
入。其中，深股通淨買入 29.7 億
元，創開通以來歷史新高；滬股通
淨買入47.1億元，為2016年8月以
來高點。
由於外界普遍看好四季度行情，一

眾外資在三季度已經開始積極佈局。
相關統計稱，三季度通過滬、深港通
淨流入A股市場的海外資金達777億
元，相比二季度的573億元環比增長
了35.6%。

定向降準利好 銀行股漲
十一長假過後，在線旅遊、旅遊酒

店板塊回落，前者跌逾1%，其餘多
數板塊飄紅，車聯網、電信運營、區
塊鏈、移動支付、汽車、大數據等升
幅居前，煤炭、券商、多元金融等板
塊漲幅墊底。受益於定向降準利好的
銀行股，早盤曾高開近3%，最終收
漲約1%。
巨豐投顧分析，昨日早市滬指高開

幅度過大，午後金融股回落，帶動大
盤回踩，但成交量出現明顯放大，料
大盤上行空間將就此打開。
但廣州萬隆指出，大盤指數高開震
盪下行，但中小盤指數整體保持平

穩，說明當前行情整體仍受到資金面
的制約，整體上來看，短期大盤難見
到超預期的機會，不過維穩預期下，
指數有望保持平穩。

上交所第三季56宗IPO冠全球
安永昨天在滬公佈的第三季度《全

球IPO市場調研報告》顯示，受改革
提振，大中華區交易所IPO活動保持
增長態勢，其中上海證券交易所以
56宗IPO（佔全球交易數量的17%）
領跑全球市場，深圳（主板和創業
板）以51宗IPO（16%）緊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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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陽光天使義工團 月圓中秋送真情

■■賓主共同合照賓主共同合照

東京中央香港
2017 秋拍精品巡
展 日 前 在 ART
ONE藝術畫廊中
心圓滿結束，為期
四天的巡展吸引了
不少藏家到場，人
流匯聚，為香港
2017秋季拍賣展開序幕。
巡展現場中，一對田黃印章引發了眾多藏友的關
注，駐足觀看、仔細鑒賞的人絡繹不絕。此對清康
熙田黃端鈕納蘭性德自用對印，方正碩大，一方
190克，另一方183.5克，共重近400克，色澤純
正，滋潤如玉，蘿蔔絲紋明顯，堪為田黃精品石材
的標準器。雙鈕均雕飾甪端，一公一母，盤身而
臥，整體雕工精細，氣韻威嚴，極富皇家之氣。
瓷器方面，一件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紋葵口碗讓人

愛不釋手。此碗造型別致，見洗練簡約之美，盡顯曲
線變化之佳妙。內壁口沿綴飾十二式花果紋，下承六
組折枝花卉紋與外壁紋飾相對應，碗底書青花「大明
宣德年製」楷書款，樸拙蒼健，古意盎然。
承接着巡展結束，東京中央香港將於11月24至
27日在香港四季酒店舉行2017秋季拍賣，呈獻中
國重要瓷器及藝術品、中國古代書畫、中國近現代
書畫、一期一會．聽茶聞香及文房四譜專場。

義工團發起人陳丹丹表示，義工團一
直以來堅持初心，回饋社會，此次

籌備歷時一個多月，就是為了發動和組
織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到義工活動中，共
同為本港基層社區和弱勢群體提供幫
助，同時也讓更多的年輕人體驗到幸福
生活的來之不易，減少抱怨和消極的心
理狀態，通過切身行動奉獻愛心給低收
入和需要幫助的群體，獲得滿足感和幸

福感，成為真正陽光，有責任感的現代
社會青年。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曾表示希望新屆政

府進一步改善不同階層之間的連繫，建
立更團結、和諧和關懷的社會。關懷弱
勢社群蔚然成風，陽光天使義工團是次
「月圓中秋送真情」活動能夠圓滿舉
行，離不開德國寶、佳寧娜、鉅發源、
雀巢香港、恒天然乳品、桂格燕麥等良

心企業的捐贈以及眾多不願意留名的愛
心人士的支持。
陽光天使義工團成立將近兩年，已經陸

續組織了20次善心活動，參與過活動的
義工總人數達到383人，受惠的低收入家
庭達4,600戶，受訪的獨居長者達9,000
人。陽光天使義工團希望鼓勵更多香港青
年人投身公益，大家齊心協力，社會才能
更加和諧美好。

香港旅遊界日前隆
重舉辦慶祝68周年
國慶聯歡晚會。署理
行政長官張建宗、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署理
局長陳百里博士、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
秘書長容偉雄、旅遊
事務署專員朱曼鈴、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金萍、外交部特派員公
署領事部主任楊培棟、國家旅遊局駐港亞洲
旅遊交流中心副主任崔素香、全國港區人大
代表盧瑞安、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和馬逢國、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香港旅遊發展
局總幹事劉鎮漢、香港酒店業主聯會主席吕
志和等嘉賓應邀出席。晚會近600人出席，
賓客與香港旅遊界同仁濟濟一堂，把酒言
歡，共慶國家生日，晚會氣氛十分喜慶和熱
鬧。
國慶籌委會執行主席伍沾德博士為晚會
主持，國慶籌委會名譽主席、立法會議員姚
思榮主持祝酒。伍沾德博士和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署理局長陳百里博士先後在晚會上致
辭。他們表示，祖國成立68年以來，國家

發展成就輝煌，綜合國力日益壯大，我們為
國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和自豪。今年是香
港回歸祖國20周年，在中央政府關愛和特
區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香港旅遊業同仁不斷
努力，旅遊業得以持續發展。期望業界抓緊
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機遇，支持高鐵實施「一地兩檢」方案。
凝聚共識、團結一致，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為構建和諧安定的香港作出新貢獻。
出席晚會的業界人士表示，國慶聯歡晚

會舉辦得很成功，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在百
忙中蒞臨晚會，突顯特區政府支持並重視旅
遊業。而署理局長陳百里博士在致辭中，闡
述了香港旅遊業現在及未來發展，其獨透的
分析及對業界的期望，與會者深受鼓舞。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青年聯合會
（下稱「青聯會」）日前在會所內
舉行「暖心社區」義工行動啟動儀
式。香港晉江社團總會（下稱「晉
江總會」）主席洪頂超，香港立法
會議員劉國勳為啟動儀式主禮。當
日出席「暖心社區」行動啟儀式的
還有：晉江總會副主席兼社會事務
部部長柯文華，副主席李奕彬、洪
奕程、蔡清華、蘇清洞，永遠名譽會長陳金
鈎，各鎮會代表和部分青聯會成員以及東區
鰂魚涌區議員丁江浩，下耀東區議員王志
鍾，西貢區議員莊元苳，東區堡壘區議員洪
連杉，東區錦屏區幹事洪志傑，沙田博康區
幹事吳彬彬，柴灣翠灣區幹事吳志隆等。
主席洪頂超致詞時表示，將全力支持「暖
心社區」青年義工行動。是次晉江青委的
「暖心社區」行動首站就安排在晉江總會所
在的東區堡壘區，在國慶節、中秋節前夕，
準備了月餅及具閩南特色的麵線，敬贈給區
內的長者，獲得區內數百名長者的歡迎。
主禮嘉賓劉國勳議員表示，對晉江人
「愛拚才會贏」的傳統耳聞已久，現在親身

感受到晉江人的團結與熱情，希望可藉此機
會感染香港社會。他寄望「暖心社區」行動
可以走入香港每一個社區。
青聯會主任尤長順介紹，「暖心社區」
行動計劃是希望透過該會青年義工親身走入
社區，關心區內居民和鄉親，讓社區感受到
晉江人的溫暖。同時，有關服務也可以鍛鍊
該會有志服務社區的青年朋友，讓他們在社
區累積經驗，增值自我。
據悉，活動當天，青聯會義工們走訪了

三個閩籍鄉親聚居的社區：東區堡壘區、錦
屏區、柴灣翠灣區為鄉親們送去節日的祝
福。青聯會計劃未來還將「暖心社區」推動
到香港更多社區。

由廣州市政協港澳台僑外事委員會、廣州市委統戰部、廣州市人民政府港澳
事務辦公室、廣州市教育局、番禺區政協、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澳
門穗協聯誼會等三地機構攜手合辦的「2017穗港澳青少年足球賽」日前在廣州
市番禺區圓滿舉行。是次足球賽旨在讓來自穗港澳共16隊青少年足球隊聚首
一堂，透過足球球賽及球技切磋，促進彼此之間的交流及加強聯繫。
9月29日早上於番禺木生緣足球俱樂部的開幕禮為賽事揭開序幕，中國足

協副主席容志行、廣州市政協副主席陳怡霓等領導，以及廣州市政協委員、
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任、籌委會主席霍啟山，廣
州市政協委員、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王紹恒、鄭國
樑、方佩賢及侯熾筠等香港嘉賓出席。
陳怡霓致辭表示，勉勵同學們以足球為紐帶，享受與不同城市朋友比賽的歡
樂時光，以「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賽出風格，賽出水平」的理念一起切磋球

技，共同提高，收穫人
生中一份特別的友誼。
霍啟山代表香港隊致

辭時表示，「穗港澳青
少年足球賽」是由廣
州、香港及澳門三地機
構攜手合辦的一項年度
品牌活動，他希望通過
此次活動，達到互相交
流、認識廣州，培育青
年的目的。

香港旅遊界舉辦慶國慶聯歡晚會

■主席洪頂超與青年義工共同合照

晉江總會啟動「暖心社區」義工行動

■中國足協副主席容志行（左四）、廣州市政協副
主席陳怡霓（右三）、廣州市政協委員、廣州地區
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任、籌委會
主席霍啟山（右四）等嘉賓出席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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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澳青少年足球賽在穗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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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天使義工團日前探訪獨居長者，以表關懷。

9月30日中秋佳節前夕，陽光天使

義工團「讓長者感受『舌尖上的幸

福』」系列活動溫暖延續。在港漂圈

和香港廣東青年總會的支持下，共有

超過100位義工參與是次活動。義工

們在德國寶開心廚房親身體驗了製作

奶黃月餅，並帶着愛心月餅和福袋探

訪了深水埗富昌邨和九龍觀塘啟業村

的300戶獨居長者，給長者們送去節

日的問候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