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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滬深港企擬擴「帶路」業務
沿線國家資金需求大 料助發達國平衡產能

中華交易服務昨宣佈推出「一帶一路」指數，協助投資者更全

面和及時捕捉「一帶一路」帶來的投資機會；同時發表的《滬深

港互聯互通上市公司「一帶一路」參與情況報告》披露，在三地

1,268間企業中，有65%表示未來3年將增加在「一帶一路」的業

務。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昨出席研討會時指出，「一帶一路」

等發展中國家對資金及資源的需求很大，相信能平衡一些發達國

產能過剩的問題。

報告指出，參與「一帶一路」項目
發展的滬深港通上市公司數目有

增長，此外包括銷售額、採購額、新簽
工程項目合同額、新增投資額、融資或
貸款額，以及保險承保額在內的六大指
標亦有增長。2014年至2016年參與的
上市公司總數目分別為538間、571間
及594間。當中2016年融資或貸款額
的金額較2015年上升33.9%至27,534
億元人民幣；新簽工程亦較2015年上
升80.5%至3,277億元人民幣。

能源疲弱基建旺盛
報告亦綜合出四大結論：第一，能
源疲軟基建旺盛。倡議初期參與「一帶
一路」銷售、採購業務和新投資項目的
上市公司以能源企業為主，然而過去幾
年油價大幅波動，或造成能源企業於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業務比例下
跌。從參與公司數目或「一帶一路」業
務金額分析，基建類公司近年比重急速
上升，成為「一帶一路」發展的主力
軍。另一方面，一些非傳統行業，如消
費、資訊技術及醫藥衛生類公司的「一
帶一路」業務比例均有上升趨勢。

中資金融爭話語權
第二，國企先行民辦跟隨。國有企
業乃「一帶一路」業務初期推手。各項
非金融業務金額均佔總金額六成以上，
採購及工程合同金額更達九成。然而非
國有企業的承建項目逐漸冒起，2014
年至2016年間參與公司數目和新簽工
程合同金額增幅翻倍，新增投資金額更
錄得數倍增長。

第三，中資金融爭話語權。現時上
市公司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融
資/貸款金額主要來自境外商業銀行，
然而來自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融資/貸
款大有後來居上之勢。第四，分工合作
共建共贏。現時上市公司業務覆蓋逾半
「一帶一路」國家，主要合作夥伴為新
加坡，區域以東南亞參與度較高。

基建物流出口受惠
惠理基金量化投資聯席董事總經理

柯江明出席研討會時表示，目前投資
「一帶一路」項目主要以內地為主，香
港及海外投資者主要是經私人銀行作投
資；部分新興地區的債券收益高達7厘
至10厘，但由於屬「非投資級別」，
故只能透過私人銀行購買。他預計「一
帶一路」將會利好3個地區：包括東南
亞、南亞及東歐，因其在貿易和投資方
面與中國內地較為密切，受惠的行業包
括基建、物流及出口；又稱如果「一帶
一路」發展成熟，相關地區的地產亦會
受到帶動，「東歐目前的樓房（售價）
只是10萬港元至20萬港元。」
按中華交易服務建基於收集所得的

數據，從中甄選具代表性的企業成為指
數成分股，編制成客觀可靠的可交易指
數，作為「一帶一路」主題投資的標的
中華「一帶一路」指數。指數將會每半
年調配一次，每一年審核一次。現時成
分股當中，香港上市公司佔23間，包
括匯控（0005）、中電（0002）、友
邦（1299）、工行（1398）及建行
（0939）等，上海佔38間，深圳則佔
39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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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國中鐵
（0390）去年賺多28.4%至160.67億元（人民
幣，下同），期內海外業務收入按年增加
47.5%。中國中鐵總裁兼執董張宗言昨出席業
績會時表示，在「一帶一路」國策發展下，沿
線國家對基建的需求大，令「蛋糕」愈做愈
大，有利集團海外業務發展；未來將加大房地
產開發業務，冀今年新簽訂單可達雙位數增
長。

冀新簽訂單雙位數增
集團去年毛利按年升26%，張宗言表示，集

團毛利過去兩年受內地「營改增」及原材料價
格上升影響，為了改善表現，集團持續加大經
營規模、提高規模效應及降低成本，期望日後
的毛利表現可以繼續向好。

今年資本開支料200億
資本開支方面，中國中鐵財務部部長何文表

示，去年資本開支按年升7.3%至157億元，料
今年資本開支將進一步增加至200億元，主因
是今年PPP項目增加，以及需購置固定資產及

大型基建設備。集團去年派息比率約為17%，
何文指未來會繼續增強盈利能力，及視乎宏觀
經濟環境、發展前景及股東回報要求等調整派
息比率。
對於外界關注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防波堤事

件，張宗言指集團只是負責大橋其中一段的橋
樑工程，並無參與有關人工島的建設。旗下有
一個團隊專門為已竣工項目檢查質量，若發現

問題會即時要求改正，強調集團重視質量及安
全。集團董秘于騰群補充，集團必會按管理方
的安排去做，有關事件發生至今，集團未有收
到管理方任何要求。
對於中美貿易戰，張宗言表示不希望中美爆

發貿易戰，因為貿易戰對中美雙方皆不利，但
強調集團主營基建，料帶來負面影響的機會不
大，集團亦有信心可應付複雜問題。

中鐵：「帶路蛋糕」愈做愈大利拓海外

中美兩國的貿易戰若正式開打，香港
作為細小開放型經濟體，無可避免受到
影響。對於貿易戰的起因，分析普遍認
為是中美貿易逆差以及美國中期選舉導
致的。貿發局近日發表的報告亦指，對
於任何令美國貿易逆差急增的國家來
說，在選舉年美國與其關係向來會較為
緊張。今年之所以更為顯著，原因是這
次中期選舉意義深遠，除影響特朗普能
否繼續坐穩總統之位外，也牽涉美國今
後多年的貿易格局。

影響美今後貿易格局
貿發局報告指，美國自1970年起一

直錄得服務貿易盈餘，但整體貿易收支
卻從1975年起從未擺脫嚴重逆差。最
令美國困擾的是，該國商品貿易差額持
續上升，2017年更攀升至歷來第四高的
8,100億美元。中國內地是美國最大的
債權國，兩國的貿易差額也動輒成為政
治議題。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
差達3,752億美元，中國在美國整體商
品貿易差額的佔比也由2007年的32%
上升至46%。
現時，特朗普的貿易方針注重政策執

行及締造公平競爭環境。當局積極尋求
新途徑減少貿易逆差，同時爭取更大的
對等市場准入待遇。特朗普於2017年3
月31日發出行政指令，指示聯邦機關檢
討美國與各國的貿易逆差。調查結果認
為，這些貿易逆差的成因是「美國未能
從多項國際貿易協定或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獲得所有預期可得的裨益」。

新國安策略針對中俄
與上述貿易方針互相呼應的是美國的

新國家安全策略，透過建立自由、公平
及對等的貿易關係，推動美國繁榮發

展。這套策略的支持者視中國內地及俄
羅斯為美國利益的最大障礙，並認為中
俄正試圖損害美國經濟，影響國家安
全。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中美政府多次

互釋善意，包括推出經濟合作百日計
劃，以及美國財政部決定不會正式認定
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不過，隨着兩國的
蜜月期過去，爭拗已逐漸增加。
美國貿易代表處近期發表有關中國履

行入世承諾的報告，認為美國應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遏制中國採取的國家主
導、重商主義的有害政策和做法，即使
這些行為並不完全屬於世貿管轄的範
疇。有指美國政府是藉此發出清晰訊
息，表明有意在世貿爭端解決機制以外
採取行動。代表處又指，中國已利用其
世貿成員資格成為國際貿易主導者之
一，美國當初支持中國入世是一個錯誤
決定。言論一出，隨即惹來多名中方官
員抨擊。
一般而言，因特朗普政府措施所限蒙

受不利影響的國家，勢必採取若干行動
作為回應。部分國家或會訴諸既有的世
貿磋商渠道，一些則會針對美國多類產
品策劃報復措施。後者旨在對美國的重
要行業造成嚴重傷害，尤其是一些政治
上較為敏感的產業，受影響的業者往往
會積極游說美國政府採取強硬的反保護
主義措施。
未來數月，美國料將對中國實施多項

常規貿易補救措施。先前，美國展開多
宗201條款及232條款調查，檢視進口
數量增加對當地公司的潛在威脅，以及
與廉價進口鋼材有關的潛在國家安全問
題。現時，美國亦正根據《1974年貿易
法》第301條，調查中國有否在與美國
有關的技術轉移及知識產權事宜上作出
無理行為，結果有待公佈。若調查認定
指控屬實，理論上美國便可實施多項懲
罰措施，屆時將無可避免觸發新一輪報
復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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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掀貿易戰 起因為選舉

■■柯江明柯江明（（左一左一））指指，，目前投資目前投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項項
目主要以內地為主目主要以內地為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張宗言（右
二）與公司管理
團隊代表出席
業績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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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恒大集團昨與中國科學院
在北京簽署全面合作協定，恒大將在未來
十年投入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與中
科院共同建造三大科研基地，標誌着恒大
正式進軍高科技產業。集團旗下上市公司

中國恒大（3333）昨收報26.3 港元，升
2.73%。

夥中科院拓高科技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副院長相里斌

和張濤等院領導；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
家印、董事局副主席兼總裁夏海鈞、副總
裁劉永灼，以及健康產業集團董事長談朝
暉等恒大高層出席了簽約儀式。
許家印表示，佈局高科技產業是恒大塑

造百年老店的重大戰略決策。恒大計劃在
未來十年投資1,000億元在生命科學、航空
航天、積體電路、量子科技、新能源、人
工智慧、機械人，以及現代科技農業等重
點領域，和中科院齊心協力，共同創建引
領前沿科技的「三大基地」，即科學技術
研究基地、科研孵化基地，以及科研成果
產業化基地，為科學家團隊提供世界一流
的科研條件、世界一流的孵化基地、世界
一流的後勤保障，以及靈活的激勵機制，
把「三大基地」建設成為全球頂級科學家

的聚集地和世界級科創中心。

積極回應國家戰略
白春禮表示，恒大積極回應國家戰略，

大力調整發展方向，加強佈局高技術產
業，體現了集團領導的遠見卓識。「希望
雙方以此次合作協定簽約為契機，開展全
方位深度合作，齊心協力共同創建引領前
沿科技的科學技術研究基地、科研孵化基
地，以及科研成果產業化基地等三個基
地，開創社會資本與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合
作的典範。」
十九大報告強調，要積極推進科技強國

建設，此次恒大與中科院聯手，對建設世
界科技強國具有重要意義。早在今年3月
26日，許家印在2017年全年業績發佈會上
曾表示，恒大將積極探索高科技產業，逐
步形成以民生地產為基礎、文化旅遊和健
康養生為兩翼，以及高科技為龍頭的產業
格局。此次與中科院正式牽手，顯示恒大
佈局高科技產業邁出一大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文大學
商學院公司法副教授劉殖強昨在香港總商
會研討會上表示，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監
管機構加強對企業管治的監控，可能會窒
礙企業的創新與冒險精神，令不少合資格
人士對加入董事局卻步，不利公司的長遠
發展。他建議香港應參考外國經驗，訂立
法定商業判斷規則，為公司董事提供保
障，使他們可大膽創新，為股東創造更高
價值。

鼓勵董事投資創新科技
劉殖強續指，訂立商業判斷規則不等於
「放生」公司董事。他舉例，如公司董事
藉公司發展創新科技，乘機造假賬逃稅或
中飽私囊，仍需面對法律制裁。他解釋，

訂立法定商業判斷規則旨在為公司董事提
供保障，如名譽上的保障。這是因為創新
相關投資的風險巨大，容易造成巨額虧
損，部分股東或會認為公司董事沒有認真
履行責任，甚至以權謀私，令雙方因而產
生摩擦，以致法律糾紛。
談到香港可以如何訂立法定商業判斷

規則時，劉殖強表示可參考澳洲的做
法，即是公司董事若被控告，只要該公
司董事能證明該商業決定背後有合理原
因支撐，決定亦沒有與董事本身產生利
益衝突，即有機會免除相關法律責任。
此外，香港亦可參考美國的做法，只要
該公司董事能證明作出商業決定的過程
中是經過理性分析的，即有機會免除相
關法律責任。

學者倡推法定「商業判斷規則」

■劉殖強指，訂立商業判斷規則不等於「放
生」公司董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恒大斥千億建三科研基地

■許家印指，佈局高科技產業是恒大塑造
百年老店的重大戰略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