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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

鼓勵業界年輕專業人士創業創新，香港潮州商會昨日舉辦「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潮商論壇，圍繞「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互聯網經濟等熱點議題進行討論。國務院僑辦黨組書記、副主任許

又聲表示，創新已成為國家發展的第一動力，期望廣大潮商在歷史的新

世代可強抓「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戰略機遇，投身創

新、創業的大潮，為祖國、為家鄉創造更好的未來而拚搏。

香港潮州商會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20周年，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

藉以弘揚潮汕文化。為響應「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的口號，香港潮州商會昨日特
意於灣仔會展舉辦以「回顧過去，展望未
來」作為主題的潮商論壇，邀請了許又
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及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潮商眾
首長等為論壇作主禮嘉賓。
許又聲在致辭時表示，本次論壇聚焦創
新驅動發展，圍繞「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互聯網經濟等
熱點議題進行討論，可謂恰逢其時，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義。
他指出，創新已成為國家發展的第一動

力，「我國將創新擺在發展的核心地位，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廣泛開展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新技術、新產業、新
業態層出不窮，新動能加快成長。」
許又聲衷心希望廣大潮商在歷史的新世

代可強抓「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等重大戰略機遇，投身創新、創業的大
潮，為祖國、為家鄉創造更好的未來而拚
搏。
陳茂波表示，隨着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

高鐵這些基建陸續落成，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必將為港商提供新的空間，故此香港
各界要積極發展，也要積極發揮香港國際
化的優勢，以創新的思維探討怎樣可以進
一步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人才、
資金、貨物和信息自由流通，讓香港的工
商專業人士，可更容易進入粵港澳大灣區
的市場，並更便利港人在內地營商、學
習、就業和生活。

陳茂波籲促灣區自由流通
他讚揚是次論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

台，讓各商界精英交流經驗，共同探討香
港在新時代、新經濟格局下的發展新機
遇，一起努力為香港打拚更美好的未來。
胡劍江表示，潮商為香港近代的經濟發

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認為今次論壇以「回
顧過去，展望未來」作為主題是非常有意
義，「我們回顧過去是為了不忘初心，將
前輩的拚搏精神、以及愛國愛港愛鄉的光
榮傳統傳承下去，讓博大精深的潮商精神
能代代相傳；展望未來，是希望我們每一
個人以及子孫後代能夠跟上世界的腳
步。」

陳智思朱鼎健等分享演講
為讓年輕一輩吸取前人經驗，走好未來

創新創業之路，大會邀請到行政會議召集
人、亞洲金融集團總裁陳智思以「家族企
業創新之路」作為演講主題；亦邀請到全
國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朱鼎健以「新一代潮商的使命與擔當」為
題作分享。
廣州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王

銳旭、英諾天使基金及沸騰創投董事長謝
一鋒、啟明創投主管合伙人梁頴宇、及穩
健醫療集團副總裁兼首席投資官柯家洋則
圍繞互聯網經濟，以自身豐富的經驗分享
未來年輕人創新創業之路該如何走。
論壇並設有首個僑夢苑展覽，為大眾提

供一個創業平台，更容易便能捉緊商機，
開拓及發展個人事業。活動邀請了國務院
僑務辦公室派員前來，表述過去如何在全
國13個省市協助潮屬鄉親，重申「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的精神，鼓勵鄉籍外僑將
海外技術帶返祖國，實施一系列落戶的配
套政策，達到可持續發展的成果。

潮商「雙創」論壇 許又聲析機遇
籲投身「帶路」大灣區建設 陳冬陳茂波胡劍江等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有
關青年論述着墨頗多，其中提到青年
「三業三政」，即關注青年學業、事
業、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
參政。九龍社團聯會與青年議會日前
假香港培正小學錢涵洲紀念樓演講廳
合辦青年政策聚焦工作坊，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應邀主講，讓年輕一代更清
楚了解青年政策的整體發展。當日約
200名青年出席，與會者踴躍發問，
氣氛熱烈。

王惠貞：須創有利環境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

青年代表了香港的未來，故激勵青年
積極向上，為青年安居樂業創造有利
環境，除是特區政府應有之義，亦是
社會各界責任所在。施政報告發表短
短一個多月以來，林鄭月娥和張建宗
等眾司局長頻頻落區講解，更快速推
出一系列青年政策，反映出今屆政府
對年輕一代的重視及積極作為。
九龍社團聯會已連續7年舉辦「青年

躍動—大學生實習領航計劃」，協助
近千名大學生近距離認識內地。該會今年亦正
式開展「創業展未來．青年創業計劃」，為
12隊本地青年申請者提供為期兩年的創業資
助、培訓及專業支援等。每隊將獲得由該會及
民政事務局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創業配對基金提
供的35萬港元資助，讓他們實現創業夢想。

王漢杰倡多聽青年心聲
青年議會主席王漢杰期望透過活動，能搭

建一個青年與政府交流的平台，讓政府多些
聽到青年的心聲，更進一步了解青年的期
望，並希望青年多些掌握政策並理解政府，
以及感受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對青年的關心
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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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中)、王惠貞(右)、王漢杰(左)進行
交流。

■許又聲期望新世代投身創新、創業的大
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潮商論壇眾嘉賓主禮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滬指大跌2.3% 年內最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滬深A股昨天

大幅下挫。今年來一直強勢的白馬股大幅回調，對場內人

氣打壓明顯；此外，近期國債收益率提升對股市估值形成

壓制，加上資管新規出台，致A股遭遇「黑色星期四」，

滬綜指創年內最大單日跌幅，重挫2.29%後，失守3,400

點；深成指更是狂瀉3.33%，創業板指亦猛跌3.16%。

昨天大跌市為市場始料未及，事實上，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還
大幅上調了269個基點，央行亦在公開市場上放水，實現淨投放

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終結前
兩日的全線上漲，隔夜品種回落0.6個基點，顯示資金面有所轉鬆。

釀酒家電板塊帶頭急跌
早盤滬綜指小幅低開 0.16%，深成指與創業板指低開 0.35%和
0.28%，未有異常。但白馬股雲集的釀酒、家電板塊開市即直線向下，
釀酒板塊10分鐘跌逾2%，家電板塊也急挫1%，在銀行等大盤股力撐
下，兩市起先還維持窄幅震盪。隨着白馬股越跌越猛，1小時後終於人
心渙散，大市掉頭往下。午後，半導體板塊走強，滬指有所企穩，但2
時過後釀酒、家電板塊加速殺跌，滬深再迎大幅插水。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51點，跌78點或2.29%，創年內最大單日跌
幅；深成指報11,175點，跌385點或3.33%；創業板指報1,794點，跌
58點或3.16%。兩市共成交5,545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周三小幅
收窄115億元。

貴州茅台五天累挫12%
行業板塊盡墨，民航機場、保險、釀酒、玻璃陶瓷、航天航空、家電
行業均重挫超3%。白馬股普跌，前期備受市場聚焦的隆基股份跌停，
貴州茅台連跌5日，累計跌去12%，昨收跌2.58%後，報634元。白酒
板塊中，水井坊、金種子酒重挫逾9%；TCL、華帝股份跌幅超過8%，
美的集團、格力電器下挫5%。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認為，昨天跌市與此前有差別，前一次
滬指下行主要是績差股下挫，但藍籌股依然在上行；此次為績差股下
行，加上藍籌股調整，黑五類和藍籌股之間形成共振效應。但在他看
來，藍籌股的調整還是很健康，主要是對增速過快的調整，而不是方向
性的轉折。
科德投資亦分析，昨日市場震盪，主要原因是藍籌股走勢出現波動，
源於市場對於藍籌的看法出現偏差，在短時間內導致股價波動。

滬股通淨流入逾20億
巨豐投顧認為，近期解禁潮來臨，許多個股跌停開盤，亦引發對後期
解禁的擔憂。此外，機構分歧加大，尤其是對後期的不確定性，同樣導
致部分資金外流。
但巨豐投顧同時提到，在指數下跌之際，滬港通資金持續流入，表明
外資對A股的關注度依舊較高。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滬股通淨流入
20.99億元，創今年10月10日以來最大淨流入。巨豐投顧認為，在基本
面支撐下，大盤總體上行趨勢仍未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 評級
機構標準普爾表示，
中國央行擬實施的資
產管理業務新規將會
加快內地影子銀行系
統的轉型，並有可能
進一步減緩內地的信
貸增長，但認為這種
變化有利銀行信用。
中國央行11月17日
發佈關於規範資產管
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徵
求意見稿。指導意見
旨在叫停金融機構為
理財產品提供隱性擔
保的市場現象，並要
求銀行根據基礎資產
淨值披露產品潛在收
益，並強化投資者保
護和高風險產品的投
資者適當性要求，要
求資產隔離、禁止多
層嵌套、降低很多產
品的槓桿上限。

新規助填補監管漏洞
標普全球評級信用分

析師廖強認為，資管新
規有利於內地的長遠金
融穩定，因為新規可以
填補監管漏洞，使銀行
無法繼續低估資產管理
業務對其資本水平可能
造成的衝擊。有的放矢
地治理行業亂象，可以
降低金融系統風險。銀
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將
不再像以前那樣輕易低
估期限錯配風險和金融
系統內外的債務槓桿。
廖強說，新規有望引
起根本性變化。如果要
求銀行確認為理財產品
提供隱性擔保的風險，
銀行發行「預期收益

型」產品的意願就會降
低。如果風險更為明
晰、擔保不復存在，客
戶投資預期收益型理財
產品的積極性也會降
低。而這類產品正是內
地影子銀行市場的主
流。
標普指，如果新規得
以實行，隨着銀行停發
理財產品並將基礎資產
從表外移至表內，其報
告資本比率將承受壓
力。但預計這一點不會
使受評中資銀行的信用
地位承壓，因為這些銀
行在最低監管資本要求
之外還有充足的資本緩
衝。

銀行或放慢信貸增長
如果新規付諸實

施，標普認為銀行將
需要放慢信貸增長或
補充資本水平。減慢
整體信貸增長速度可
以幫助穩定內地的債
務對GDP比率，而債
務對GDP比率正是內
地銀行業的一個關鍵
風險因素。若其他條
件不變，這一點有利
於銀行信用。
在銀行適應資管新

規的過程中，2018年
銀行間利率或將因為
有效存款準備金率的
上升而面臨上行壓
力，雖然部分中小銀
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
的流動性管理可能會
因此而面臨挑戰，但
標普預計，如有流動
性衝擊出現，政策層
面會很快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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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安聯投資表示，今年以
來內地股市累計升幅可觀，但距離「見
頂」為時尚早。
該行稱2018年特別看好A股表現，隨

着A股明年起正式開始獲納入MSCI明晟
的全球新興市場指標指數，將吸引外資入
市。
安聯投資亞太區股票首席投資總監陳

致強稱，「有一些傳統、保守的歐洲保險

基金客戶，以前向他們推介A股都不會入
市，現在則是他們主動聯絡我們查詢A股
投資部署，相信明年海外投資者對A股的
興趣更加明顯。」
他認為，投資者一直關注內地的債務

水平，不過，企業的債務增速有穩定跡
象，只要槓桿水平受控，內地股票將大大
吸引海外投資者的眼球，加上盈利增長符
合預期，對股市高位帶來支持。

基金：A股「見頂」為時尚早

白馬股大幅下挫
股份

隆基股份(601012)

青島海爾(600690)

美的集團(000333)

格力電器(000651)

貴州茅台(600519)

整理：記者 章蘿蘭

跌幅

10%

6.75%

5.3%

4.96%

2.58%

A股大跌市原因

■白馬股回調，致市場核心上漲力量停歇

■市場對於藍籌股看法分歧

■監管層抑制「炒小、炒新、炒差」的態度，對次新股板塊構成重壓

■解禁潮來臨，許多個股跌停開盤，引發對後期解禁的擔憂

■機構對後市分歧加大，導致部分資金外流

記者 章蘿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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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普爾表示標準普爾表示，，中國央行擬實施的資管新規中國央行擬實施的資管新規
將會加快內地影子銀行系統的轉型將會加快內地影子銀行系統的轉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昨天滬綜指創年內最大單日跌幅昨天滬綜指創年內最大單日跌幅，，其中貴其中貴
州茅台連跌州茅台連跌55日日，，累計共跌累計共跌1212%%。。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