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昨日公佈的中間價報

6.4574，較上一個交易日大漲358點，創2016年

5月 3日以來高位。即期人民幣匯率亦強勢上

揚，離岸CNH一度飆升500餘點子，盤中觸及

6.4148，創25個月新高。在岸CNY亦曾大升400

餘點子。多位分析員指出，這一輪人民幣升值不

是央行主導，而是美指疲弱所致，因此短期要關

注央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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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見25個月新高

人行昨日公佈中間價後，離岸CNH早市已
經穩步攀升，到下午一時半見6.4148，

升幅超過500點子，創2015年11月25日以來
新高。此後升勢有所收窄，到下午四時後再次
反彈。CNY的走勢亦類似，上午九時多曾在短
時間內狂升300餘點子，午後一時半見全日高
位6.4178，較前一個交易日升值逾400點子。
截至昨晚六時半，CNH報 6.4315，CNY報
6.4272，升幅均超過300點子。

美指疲弱 人幣回升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並表示，市場升勢較快結
匯和購匯需求都受到抑制，觀望氣氛較濃，但

匯價觸及6.41附近時，此前結匯盤獲利離場，
另外部分購匯需求也順勢入場，人民幣回吐部
分漲幅；他們都強調，這一輪人民幣升值不是
央行主導，而是美指疲弱所致，因此短期要關
注央行的態度。
有中資行交易員表示，隔夜美元跌得比較多，

美指跌破前期低點，美元向下空間打開了，美元
賣壓比較重。一中資行交易員稱，對於企業而
言，市場未來不好判斷，只能有匯就結，隨需購
匯，任何賭方向的操作都沒有必要了。

分析料市場看空美元
2018年新年以來人民幣匯價漲勢如虹，短短

半個月時間最高漲幅一度超過1.2%，而2017
年全年人民幣上漲幅度為6.72%。招商證券首
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近期全球經濟強勁
的氛圍發酵，商品價格走強，而且政治環境亦
有所改善，這導致全球央行可能加速收緊貨幣
政策的預期驟升。在此條件下，看空美元的觀
點很容易成立，看多美元的觀點很難立足，而
這樣的預期已在美元指數走弱上有所體現。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亦認為，美匯

指數大幅下挫帶動了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再
加上春節前剛性結匯需求、購匯盤觀望使得人
民幣存在短線繼續升值空間，若美匯指數短期
繼續貶值，人民幣升值幅度可能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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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港股
結束連升勢頭，A股走勢
也相仿，強勢收出十一連
陽後，滬綜指昨日陷入震
盪 回 調 ， 收 市 下 行
0.54%，報 3,410 點。由
於中小盤股殺跌，深成指
與創業板指表現更遜，前
者下挫逾1%，創業板指
更是跌近3%。保險、銀
行板塊則奮力護盤，四大
行均逆勢升2%。表現最
亮眼的仍是「A股股王」
貴州茅台，股價早盤飆升
到 799 元（人民幣，下
同），市值一度突破萬億
大關。

滬指終結11連陽
滬綜指早市平開後，

受區塊鏈板塊壓制，快
速向下，但由於保險、
銀行股積極護盤，股指
在 3,410 點附近獲得支
撐，開始震盪拉升。午
後，滬深兩市持續下
探，不過滬市相對抗

跌。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410點，
跌 18 點，或 0.54%；深成指報
11,307點，跌154點，或1.35%；創
業板指報 1,732 點，跌 53 點，或
2.97%。兩市共成交5,857億元，較
前一交易日放量近三成。
貴州茅台股價早盤飆升到799元，
市值一度突破萬億大關，但受大市
拖累節節敗退，最終收跌0.39%，報
785元，市值錄得9,866億元，衝關
未果。

據悉，自茅台公佈漲價方案後，
各大券商再次紛紛調高貴州茅台的
目標價，據Wind資訊統計，截至1
月12日，有7家券商預計貴州茅台
估值將突破萬億元。
行業板塊中，僅保險、銀行、民
航機場飄紅，保險板塊大漲超過
3%，中國太保飆漲了逾5%，新華保
險、中國平安升逾4%，中國人壽漲
3%。銀行板塊升幅錄得近1%，領漲
的平安銀行升近5%，工商銀行、農
業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四
大行漲幅都超過了2%。由於大盤股
造好，上證50指數昨日領跑，不但
未有下跌，反而還上行了1%。

區塊鏈板塊挫3%
近期投資者熱捧的區塊鏈板塊，

昨日開市依然大幅下探，低開逾
3%，10分鐘後跌幅又進一步擴大至
4%，明顯令做多動能有所收斂。另
外，國產芯片、高送轉板塊大跌
5%，航天航空、5G概念、北斗導
航、電信運營、稀土永磁、移動支
付、煤炭也重挫4%，區塊鏈板塊已
連續兩個交易日走弱，昨日又跌去
了3%。

貧困地區企業IPO審批提速
另外，「一行三會」聯合印發的

《關於金融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
攻堅的意見》指出，對深度貧困地
區符合條件的企業IPO加快審核進
度，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
政策。支持深度貧困地區符合條件
的企業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
統掛牌，實行「專人對接、專項審
核」，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
掛」政策，減免掛牌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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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茅台
股價早盤飆
升 到 799
元，市值一
度突破萬億
大關。
資料圖片

穗港金融合作推介會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2018穗港金融合作推介會昨
天在香港舉行，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
志英在推介會致辭指出，廣州近年按照「三中
心一體系」的戰略部署，全力打造全球金融資
源配置中心，金融業已成為廣州第五大支柱產
業。他希望能借助香港作為國家「引進來」
「走出去」的雙向服務平台優勢，以機構互
設、體系對接、市場聯通為核心，進一步深化
穗港合作，推動穗港金融競合有序、協同發
展，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出席活動

時表示，香港金融市場不僅是一個活躍的投資

目的地，也可作為中國經濟和粵港澳大灣區走
出去的門戶市場。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客戶
要做海外資產配置，可以在香港做「家門口」
的資產配置國際化，成為支持香港服務粵港澳
大灣區非常重要的一個增長點。
會上，廣州市11區代表分別就各區金融功
能區建設經驗、金融發展特色與未來規劃作主
題推介。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長邱億通稱，廣
州金融具有底蘊深厚、發展迅猛、前景廣闊等
三大主要特點。廣東省金融工作辦公室主任肖
學希望通過本次推介會，穗港兩地開啟金融創
新發展與開放的新時代。

■巴曙松指香港金融市場可作為中國經濟和粵
港澳大灣區走出去的門戶市場。 中通社

新網銀行力拓普惠金融

成都高新區企業
註冊資本破萬億

內地每年花藝消費額逾4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

報道）成都高新自貿試驗區日前對

外發佈40項重大制度創新案例，四

川新網銀行打造的「數字科技‧普

惠金融」成為典型案例之一。2016

年12月28日在成都高新區成立的

四川新網銀行，截至2017年12月

27日已放貸1,400多萬筆，信貸規

模達150億元(人民幣，下同)。

新網銀行註冊資本30億元，股東有新
希望集團（佔股30%）、小米（佔

股29.5%）、紅旗連鎖（佔股15%）等。
新網銀行定位為新一代互聯網銀行，是繼
騰訊微眾銀行、阿里網商銀行之後內地第
三家互聯網銀行，也是四川首間民營銀
行。

最低500元起貸
新網銀行執行董事江海介紹，新網銀行
有兩大特點：一是碎片化，主要體現在貸
款額度低，最低500元起貸；貸款周期短，
1天也可放貸。二是高可得，為傳統金融
「二八定律」中那80%無法享金融服務的
消費者和小微企業提供普惠金融服務；不

受時間、空間限制，可提供7天24小時全
天候服務。

平均40秒放貸1筆
小微企業主若要借錢不用到網點，通過

上傳身份證和個人照片提起申請，銀行以
人臉識別技術核實身份，並通過大數據審
核個人信用信息，幾秒鐘就可實現審批；

審批通過後，幾分鐘即可發放貸款。「審
批一筆貸款最快7秒，最長10多分鐘，平
均40秒。」
江海說，新網銀行運用互聯網大數據風
控、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降低風險和
成本，「目前，新網銀行每筆業務的成本
為24元，未來可降低至8元/筆，遠遠低於
傳統金融機構的業務成本。」

■四川新網銀行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可提供7天24小時全天候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近年內地每年花藝消費額逾
4,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不
過，為配合上海市政府整體規劃，
上海市中心最為著名的曹家渡花鳥
市場必須關閉，所幸很快就要華麗
轉身。據悉，上述花藝界超級航母
最終落戶虹橋古玩城。

滬花藝界超級航母落戶虹橋
跨入2018年之際，總面積近十萬
平方米的新時代虹橋國際花藝時代
廣場以全新面貌開業迎客。虹橋原
本即是上海知名的國際社區，當下
隨着虹橋綜合交通樞紐和虹橋商務
圈的建成，國際古玩花藝廣場將成

為花卉，茶藝、古玩、字畫、絹
花、工藝品等集散中心，產業料輻
射江浙滬經濟發達地區。
管理層團隊、上海求珍企業管

理公司總經理王元靜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採訪時透露，兩年內，新
時代虹橋花藝時代廣場將扶植旗
下商舖走向高端行列，三年內業
務範圍還將遍及加拿大、美國、
荷蘭、意大利、法國、新加坡、
韓國等國際市場。
據其指，公司還將力爭在3年至5
年內啟動上市，業務範圍涵蓋文化
旅遊、藝術品金融、藝術品拍賣、
藝術品交易、花卉苗木種植、培育
研發銷售、線上商城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記者從
山東省經信委獲悉，工信部2016年、
2017年先後公佈了兩批國家製造業單項
冠軍企業和產品名單，山東省以總量43
家居全國首位，浙江省以38家位列第
二，江蘇省以33家居第三名。
據了解，2016年工信部印發《製造業

單項冠軍企業培育提升專項行動實施方
案》，正式啟動了製造業單項冠軍認定
工作。當年山東有12家企業被認定為製
造業單項冠軍示範企業（全國60家），
10家企業被認定為單項冠軍培育企業
（全國58家），位居全國第一；在工信
部近日公佈的第二批國家製造業單項冠
軍企業和產品名單。

山東省共有12家企業被認定為示範企業
（全國71家），4家企業被認定為培育企
業（全國20家），5家企業產品獲得單項
冠軍產品認定（全國35家），總計21家
入選，僅次於浙江省居全國第二位。兩次
入圍榜單的魯企數量之和居全國首位。

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佔逾6成
資料顯示，山東首批製造業單項冠軍

企業聚焦新舊動能轉換，重點分佈在高
端裝備、新材料、食品、電子信息等產
業領域，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佔比
達到60%以上，在各自細分領域具備較
強的核心競爭力，是支撐該省工業經濟
快速發展的骨幹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記者從山東證監局獲悉，2017年山
東轄區（不含青島）21家企業首發上
市，首發募集資金合計137.03億元(人民
幣，下同)，首發上市家數和融資金額創
近7年之最。
記者了解到，這21家企業平均募集資

金6.53億元，較全國平均水平高1.28億

元，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直接融資
支持。首發上市企業較2016年增加13
家。
2017年，山東轄區累計43家公司進入

上市輔導程序，較2016年增加25家，上
市資源培育梯隊格局穩固。全年有7家公
司向證監會報送首發申請文件，有19家
公司通過證監會發審會審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記者從成
都高新區獲悉，截至2017年年底，成都高新區各
類企業114,793戶、註冊資本達11,867.56億元(人
民幣，下同)，首破萬億大關。其中內資企業
113,451戶、註冊資本11,436.82億元，外商投資企
業1,342戶、註冊資本430.74億元。
2017年4月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都高新

區作為其核心區，市場主體迎來爆發式增長。2017
年，該區新增市場主體 45,942 戶、同比增長
26.73%，新增各類企業 34,557 戶、同比增長
20.62%，新增企業註冊資本3,631.25億元、同比增
長85.87%。按每月22個工作日計算，日均新增市
場主體174戶，平均不到3分鐘就有一戶市場主體
在成都高新區這片熱土上誕生。

國家製造業單項冠軍魯企數量居首

山東企業首發上市融資創7年之最

大連高新區與東軟成立醫療學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
道）大連高新區管委會與東軟信息學院
日前簽署合作框架協議，新成立健康醫

療科技學院。
東軟集團董事長兼CEO

劉積仁表示，與信息技術相
結合的大健康、大醫療是未
來社會發展的前沿產業，新
成立的健康醫療科技學院將
為大健康產業發展提供更多
急需的應用型人才。

為大健康產業提供人才
據介紹，該學院將引入並

發揮東軟集團在大型數字醫
療生產及大健康產業等領域
的優勢，通過利用大數據、
新科技等資源，與大連高新

區現有創新創業創投資源融合互動，實
現信息技術與健康產業融合，旨在培養
遠程健康醫療方面產業人才。

■大連高新區管委會與東軟信息學院簽署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