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公佈最新外匯儲備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末，中國外匯儲

備規模為31,249億美元，較3月末下降

180億美元，降幅為0.57%。官方和市場

人士均指，外儲規模小降主因是非美元貨

幣相對美元下跌和資產價格回調等因素共

同作用，剔除匯兌和估值等影響，跨境資

金應屬於小幅淨流入，未來不會發生資金

大規模外流和貨幣明顯貶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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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4月外儲減180億美元
非美元資產價格下跌 未見資金大規模流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股神」巴菲特看好內地市場，A
股投資者大為振奮，滬深三大股指一掃
萎靡，高開高走，強勢上攻，滬綜指收
市勁升1.48%，重新站穩3,100點，創
業板指飆升逾2%。而近兩周滬深港通
的資金流向顯示，北上資金明顯呈加速
淨流入，有分析認為，這說明海外投資
者對今年下半年的經濟展望，較內地投
資者更為樂觀。
「股神」號召力果然不同凡響，昨

日市場做多情緒高漲，滬綜指報3,136
點，漲 45 點或 1.48%；深成指報
10,626點，漲200點或1.92%；創業
板指報1,852點，漲37點或2.07%。
惟成交未有明顯放量，兩市共錄得
4,219億元（人民幣，下同）。

釀酒板塊領漲 茅台升逾5%
行業板塊普漲，釀酒板塊升近5%領

漲兩市，金種子酒、青島啤酒等漲停，
燕京啤酒升逾9%。多家內地媒體報道
茅台集團日前換帥，提名茅台集團黨委
書記、總經理李保芳為董事長人選，袁
仁國退休，貴州茅台昨日漲逾5%，報
698元，又逼近700元關口。
市場消息指，進入5月份，成品紙市

場又掀起一股轟轟烈烈的漲價潮，造
紙板塊飆漲3%，此外國產軟件、獨家
藥品等板塊亦漲幅居前，均超過3%。
船舶製造、貴金屬則稍遜，敬陪升幅

榜末座。

瑞銀：北上資金加速淨流入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

昨日最新發佈滬深港通資金追蹤報告
指，滬深港通資金已經成為A股和港
股市場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現時
北向和南向交易分別佔A股和港股市
場成交額的2.5%和10%，惟近期資金
北上南下趨勢迥異，前者加速淨流
入，後者節奏明顯放緩。
儘管近期A股大市整體下跌，但高

挺指北向資金4月單月淨流入410億
元（年初至今共淨流入970億元），
其中食品飲料在過去兩周內淨流入最
多，材料、資本貨物、銀行和保險等
板塊緊隨其後，這說明海外投資者對
今年下半年的經濟展望比內地投資者
更樂觀，前者或已開始逢低佈局部分
超跌但質優的個股。

「股神」加持 滬指重上3100關
受訪者對香港作用的評分

協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為項目提供多元融資

建設國際法律及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

推動大灣區建設

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機構

發展綠色債券市場平台

聯繫國際加強基礎設
施領域合作

*1為非常認同，5為非常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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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芝蘭（中）認為，香港不宜在「一帶一路」發展中「妄自菲
薄」。左二為陳志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

各界點評4月外儲數據
■國家外匯管理局

當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雙向波動」且基
本保持穩定，總體看匯市仍續「供求平
衡」格局。

■西部證券宏觀分析師朱一平
未來數月內地商品和服務貿易「雙逆差」
狀況或時常出現，並成為影響外儲變動的
一大主因。

■蘇寧金研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志龍
目前尚未觀察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顯著的
貶值壓力，匯市供求關係仍續平穩。

■交銀金研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
剔除匯兌等因素後，4月外儲仍小幅增
加，內地不會出現人民幣明顯貶值及資金
大規模外流的情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巍晨

中國外匯儲備從2017年2月開始已連
升 12個月並保持在 3萬億美元以

上，到今年2月首次出現下降，當月下降
了270億美元，3月又小幅回升83億美元
至31,428億美元，4月再次回落。

外匯呈現供求平衡格局
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4月

份內地跨境資金平穩運行，外匯市場繼續
呈現供求平衡格局。國際金融市場美元指
數上漲超過2%，主要非美元貨幣相對美
元下跌和資產價格回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外匯儲備規模小幅下降。
「4月外匯儲備小幅下降，主因是外儲
中非美貨幣對美元貶值導致的匯兌變化。
當月美元指數上行，全月升幅超過2%，
歐元、日圓和英鎊分別對美元貶值約
2%、2.8%和1.7%，估算因匯兌變化導致
的外匯儲備減少在180億至190億美元。
此外，4月美債收益率上行，債券價格下

跌，外儲中持有的債券估值應該也是負
的。」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
析師鄂永健分析認為，如果剔除上述因
素，4月外儲應該是小幅增加的，跨境資
金小幅淨流入，並沒有出現美元升值、美
債利率走高背景下資金外流的情形。

跨境資金保持總體平衡
展望未來，外管局有關負責人稱，隨着

對外開放新格局有序推進，金融市場雙向
開放，內地跨境資金仍將保持雙向流動、
總體平衡的格局。與此同時，雖然面臨各
種不確定性，但全球經濟仍將保持復甦勢
頭。國內外因素綜合作用，中國外匯儲備
規模有望保持總體穩定。
鄂永健亦指出，近期美元走強引發阿根

廷、土耳其等新興市場資金外流和貨幣貶
值，但這些國家多是經濟基本面不夠穩固
且存在外債較多、政府赤字較高、外匯儲
備不多等問題，與之相比，中國經濟基本

面較好，經濟運行基本平穩，外匯儲備充
足、各類外債指標均在安全線以內，因此
不會發生資金大規模外流、貨幣明顯貶值
的情形。「預計未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
動、對美元或小幅貶值，跨境資金流動繼
續保持基本平衡，但需關注後續美元可能
進一步持續升值引發新興市場資金外流加
劇、國內證券市場受挫，進而導致全球金
融市場動盪加劇、風險上升。」

易綱：續推匯率市場化改革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接受《財新周刊》訪

問時表示，人民銀行已經近一年未進行外
匯市場干預，並稱靈活的、雙向波動的匯
率機制實際上是國際收支和跨境資本流動
的自動穩定器，最佳的情況是市場決定匯
率，官方不進行干預。下一步將繼續堅定
不移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雙向浮動、有彈性的
匯率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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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會計師與一帶
一路意見調查」昨公佈調

查結果，受訪的406位香港及境外具備會計專
業人士，普遍對「一帶一路」影響的評價及
香港可發揮作用方面反應正面，境外受訪者
較本港人士更肯定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
的作用。香港城市大學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總
監李芝蘭認為，香港不宜「妄自菲薄」，應
在檢視社會經濟問題的同時，迎接「一帶一
路」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李芝蘭：香港不宜「妄自菲薄」
調查顯示，受訪者普遍認可香港能夠協助推進
人民幣國際化（1.94）、為項目提供多元融資

（2.01）、建設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2.04）及推動大灣區建設（2.04）等。但若將
受訪者按地區分類時，境外受訪者普遍更認同香
港在上述方面可起到的作用，評分分別為1.63、
1.71、1.75和1.74，而在本港從業的會計專業人
士則給出了2.03、2.1、2.13和2.14的分數。其中
評分為1至5，1為最認同，5為最不認同。

陳志興：業界需努力「補短板」
另一項有意思的數據顯示，受訪者個人參與

「一帶一路」的意願（6.65）僅僅低於所在地
政府的意願（7.51），但他們卻認為管理層意
願為6.14偏中性，所屬機構客戶、下級同事和
同級同事的意願更低，介於5.68至5.2之間（1
為最強烈，11為最不強烈，6為中性）。

華人會計師公會會長陳志興認為，這表明
在「一帶一路」方面，同事、機構內及同行
的溝通「未夠」，未充分互相協助，側面反
映出政府仍需加大力度支持發展「一帶一
路」，業界也需要努力「補短板」提升業務
能力。李芝蘭則建議，從業者要快點參與到
「一帶一路」之中，在實踐中學習和獲得經
驗的速度最快。
此外，近半數的受訪者認為能在「一帶一

路」過程中提供簿記及會計、審計的服務，逾
三成的人願意在公司管制顧問，稅務諮詢，售
股合併方面作出相應的服務。是次調查由香港
華人會計師公會和城大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在1月26日至4月10日，以問卷形式訪問了
406位香港及境外具備會計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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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會計界肯定港「帶路」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孔
雯瓊）據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昨日公佈
的數據顯示，上周深圳新房成交622
套，環比大漲51.7%，成交面積共計
61,717平方米，環比增54.0%；成交
均價環比上升 0.3%，為每平方米
52,975元（人民幣，下同）。
沉寂多時的上海樓市也隨着供應量

的加大，成交量價也環比上升。上海
中原地產統計，滬一手商品房上周成

交 18.52 萬平方米，環比上周增逾
40%，成交量復甦亦帶動成交價格小
幅上行，期內上海新房成交均價終結4
連跌，達到每平方米4.73萬元，較前
一周環比漲6.42%。上海中原地產市場
分析師盧文曦認為，上海樓市成交量
爆發和前段時間供應量的提高不無關
係。從整個4月來看，上海住宅新增供
應面積達105.7萬平方米，創22個月新
高，同比去年同期供應大漲84.5%。

滬深新房成交價量齊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行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昨天發
佈《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
老保險產品開發指引》稱，
按積累期養老資金收益類型
的不同，稅延養老產品包括
收益確定型、收益保底型、
收益浮動型三類、四款產
品；後續將進一步出台配套
文件，促進試點持續健康發
展。

採取賬戶式管理
據銀保監會網站刊登的指

引，稅延養老產品採取賬戶式
管理模式，提供的終身領取方
式是保證返還賬戶價值終身領
取。即無論參保人退休後生存
多久，其本人或其繼承人都能
夠把其退休時個人賬戶中積累
的資金領完；如果參保人領
的錢已經超出了其退休時個
人賬戶積累的資金總額，只
要其仍然生存，保險公司仍
會按照保險合同約定的固定
標準向其給付養老年金，直
至其身故。銀保監會有關部門
負責人表示，稅延養老保險產
品應遵循收益穩健、終身領取
等原則。
財政部日前表示，自2018

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
建省和蘇州工業園區實施個人
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
點，試點期限暫定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
道）隨着監管及合規期限臨近的擠壓
性影響，網貸行業正進入「臨凍」狀
態。據融360網貸評級組監測數據顯
示，上月新增平台0家，新增問題平
台42家。2018年4月網貸平台成交量
為1,342.43億元（人民幣，下同），
環比今年3月下降12.82%。截至2018

年4月底，融360網貸評級組重點監
測的 P2P 網貸平台貸款餘額共計
7,783.85億元，較今年3月份環比下降
4.47%。截至2018年4月底，全國正
常運營的網貸平台共計1,523家，共
有838家正常運營的網貸平台上線銀
行存管，佔正常運營平台的54.63%，
較今年3月增長2.94個百分點。

網貸成交量貸款餘額錄雙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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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近一年未進行外匯市場干預。 資料圖片

■■「「股神股神」」巴菲特看好巴菲特看好AA股下股下，，滬指滬指
重上重上33,,100100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