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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

競文、章蘿蘭 ）包括內地

官媒人民網在內的多家媒

體質疑明星股華大基因在

IPO時的不同版本申報稿

中出現產銷數量重大差

異，且公司隱瞞捲入訴

訟，華大基因盤中曾跌

停。公司稱收到深交所相

關問詢函。昨晚，華大基

因回應深交所稱，數據差

異源於統計口徑不同。

華大基因疑造假曾跌停
深交所促交代 公司指統計口徑不同

申請新會社酒牌公告 
THE BALCONY 

「現特通告：李家宏其地址為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 118-120 號大道
中 118三字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
於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18-120
號 大 道 中 118 三 字 樓 THE 
BALCONY的新會社酒牌。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 11月 28日」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保監會發佈數據顯
示，今年1-10月原保險保費收入32,388.77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9.91%；

10月末資金運用餘額較年初增長9.74%，
至 146,950.52 億元。保監會此前數據顯
示，今年1-9月全行業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

30,457.3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1.01%。
分項數據顯示，1-10月壽險公司原保險

保費收入 23,799.04 億元，同比增長
22.05%；產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
8,589.65億元，同比增長14.37%。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倪巍晨、李昌鴻 上
海、深圳報道)上海樓市交投持續低迷，上
海中原地產提供的數據顯示，上周（11月
20日至26日）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9.9萬
平方米，環比雖增長18.3%，但仍連續8周
不足10萬平方米關口，為2011年來首見。
同期，滬新房成交均價環比微增1.1%，至
每平方米49,054元（人民幣，下同）。
上海鏈家首席市場分析師張月表示，上
周滬新房成交面積雖仍不足10萬平方米，
但已錄近8周來新高，當周滬新房成交715
套，同樣連續8周不足800套關口，「從本
月前26天的成交表現看，滬樓市總體存量
下滑的態勢尚未改變」。
記者留意到，上周滬新房成交排名前10

項目中，僅1個項目的成交均價逾每平方
米8萬元，其餘項目多集中在每平方米3-6
萬元。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坦
言，鑒於滬新房市場成交均價波動率已連
續5周低於3%，樓市情緒已陷入僵局。

深圳成交大跌33%
深圳方面，據深圳市規劃國土委27日公
佈的新房交易數據顯示，上周深圳市新房
成交381套，環比跌32.6%；成交面積共計
37,313平米，環比降33.3%；成交均價環
比上漲4.9%，每平米為55,430元人民幣(下
同)。截至11月26日，11月全市一手住宅
成交2,176套，成交均價54,089元/平米。
同期二手成交 1,269 套，環比下跌

5.23%，成交面積107,179平米，環比跌
2.23%；成交均價環比微跌 0.06%，為
50,124元/平米。二手住宅累計成交5,203
套，成交均價50,124元/平米。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
融管理局昨公佈，已續簽一份為期3年的
貨幣互換協議。協議規模為4,000億元人
民幣，與先前的協議相同，相當於4,700
億港元。
雙方認為，貨幣互換協議的續簽有利於

維護兩地和區域金融穩定，便利兩地貿易
和投資，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
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簽署，對促進雙邊

貿易投資已經發揮了積極作用。截至今年
9月末，在中國央行與境外貨幣當局簽署
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下，境外貨幣當局動
用人民幣餘額為221.67億元，中國央行動
用外幣餘額折合14.83億美元。
中國央行此前發佈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指出，下一階段，將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
化，支持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
用，積極發揮「一帶一路」建設中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楓葉教育
（1317）昨日公佈截至 8月底止全年業
績，全年多賺33.46%至約4.1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基本盈利30.63分。期內
收入同比升30.5%至10.8億元，主要由於

學費收入增加所帶動，末期息派8.6港仙。
公司首席財務官助理陳禹含昨出席業績

會時表示，去年度學費收益同比升26.3%
至8.78億元，而由於有政策限制校方只可
向新入學生收取新調整學費，新入學生學

費平均2至 3年調整一次，加價幅度約
25%，而期內入讀學生總數按年增34.9%
至2.6萬人，公司目標在2020年學生人數
將增加4萬人。
公司首席執行官任書良表示，未來有意

拓展海外市場，不排除透過併購、合作或
輕資產模式發展。

傳媒報道指，2015年和2016年，華大
基因的生育健康服務其在總營收佔比

分別為43.5%和54.62%，2014年收入佔主
營業務收入的31.71%。然而公司在2015
年12月11日報送的申報稿顯示，生育健
康類服務2014年產量約為51.56萬個，銷
量約為51.56萬個。但在2017年3月14日
報送的申報稿卻顯示，生育健康類服務
2014年產量約為 42.51 萬個，銷量約為
42.51萬個。
在前後兩份申報稿的產銷量都不一樣的
情況下，華大基因兩份申報稿中的資產負
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等相關數據卻
完全相同。

涉隱瞞訴訟官司未披露
另外，位於深圳大梅沙華大基因中心建

設項目周邊業主強烈反對項目入駐大梅沙
片區，並向華大基因的控股股東深圳華大
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3,000多人的聯
名反對信，但公司IPO申報稿隻字未提。
深交所在問詢函中稱，上述事件表示關

注，要求公司對事件進行核實，並補充說
明以下問題：包括公司兩次報送的 IPO
申報稿兩個版本中，生育健康類服務
2014 年產銷量不一致的原因；以及另外
控股股東涉及與華大基因中心建設項目和
深規土許 BH-2011-0032 號《深圳市建設
用地規劃許可證》有關的訴訟案件。 公
司需說明案件目前進展情況及對公司的影
響，是否屬於應披露未披露事項。要求華
大基因 28日以書面說明材料報送深交
所。
同收盤時，滬深兩市大幅調整，華大基

因觸及跌停，收盤跌8.35%，報190.81元
(人民幣，下同)。
華大基因昨日晚間發佈公告回應深交所

問詢函稱，招股書兩次預披露稿的數據差
異原因為統計口徑不同造成，生育健康產
品產銷量調整對招股書中相關的財務信息
披露沒有影響。
另外，關於華大控股股東涉及與華大基

因中心建設項目和深規土許BH-2011-0032
號《深圳市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有關的
訴訟案件，華大基因表示，依據《證券
法》等法律法規，華大控股作為第三人涉
及的行政訴訟案件不屬於法定需披露事
項，公司招股書無需披露。

A股持續下跌 成交萎縮
至於滬深A股，昨日低開低走。早盤滬

深兩市集體低開，芯片、半導體、5G等前
期強勢題材股以及大消費等白馬股全線下
挫，大盤一直維持低位震盪。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22點，跌31點

或0.94%；深成指報10,954點，跌214點
或1.92%；創業板指報1,760點，跌21點
或1.22%。兩市量能進一步萎縮至4,314億
元。
高送轉領漲兩市，雄安新區板塊最多升

近3%，但午後漲幅逐漸收窄，收市升逾
1%；鋼鐵股整體漲約0.4%；360概念股江
南嘉捷依然十分堅挺，昨日一字漲停，迄
今已連續收穫15個漲停板。國產芯片板塊
大幅殺跌，重挫近6%。通訊、民航機場
板塊也跌超3%。中興通訊、比亞迪等跌
停，貴州茅台下挫逾1%，美的集團、隆
基股份跌超2%。

■明星股華大基因在IPO的
數據被質疑造假。圖為深圳
華大基因總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國銀
監會昨公佈，內地10月底銀行業金融機構
資產總額為241.58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加10%，增速較9月底放緩
0.6 個百分點，而 10 月底負債總額為
222.66萬億元，按年亦增加10%，增速同
樣較9月底放緩0.6個百分點，然而兩項增

速已是連續8個月出現放緩。
根據銀監會在網站公佈數據顯示，商業

銀行10月底總資產達187.38萬億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10.1%，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
例77.6%，總負債達173.16萬億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10.1%，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
例為77.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中國燃氣（0384）昨公佈截
至9月底止中期業績，中期賺多一
倍至33.95億元（港元，下同），
主要受燃氣接駁業務帶動，每股
基本盈利68.33仙，派中期息8
仙，同時宣佈將股數拆細至每手
200股以增加股份流動性。

調升全年增長目標
期內天然氣售氣總量同比增長

74.3%，集團副總裁朱偉偉出席
業績會時表示，將調升全年售氣
量增長目標，當中城市燃氣銷售
量增長由30%調升至35%，管道
及貿易業務的燃氣銷售量增長亦
由30%調升至60%，接駁居民用
戶數量由350萬戶目標增加至
380萬戶。

入場費降至4610元
另外，中國燃氣昨收市後公

佈，將每手股數由現時的2,000
股拆細至每手200股，下月18日
起生效。集團表示，減少每手買
賣單位可有助增加股份流動
性，並可擴大公司之股東基
礎，而若以昨收市價23.05
元計算，每手股數拆細後，

入場費將由4.61萬元降至4,610
元。
中國燃氣昨收報23.05元，跌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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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燃氣公佈中期多賺一倍至33.95億
元。 資料圖片

人行與港續簽貨幣互換協議

內地金融機構負債升一成

學費收入增 楓葉教育多賺33%

內險首10月保費收入增近20%

■上海新盤成交均價按年僅升1.1%。
資料圖片

■A股昨日全線下跌。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外匯管理局昨公
佈，2017年6月末，中國對外證券投資資
產（不包括儲備資產）4,206億美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1,086億美元或34.8%。
外管局表示，在對外證券投資資產中，

股權類投資 2,551 億美元，債券類投資
1,655億美元。而投資前五位的國家和地區

是美國、中國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
京群島和英國，投資金額分別為1,383億
美元、1,223億美元、260億美元、205億
美元和165億美元。
據外管局公佈，2016年12月末對外證券

投資資產（不包含儲備資產）為3,596億
美元，較2015年末增長28%。

上半年中國對外證券投資增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