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資基金加速佈局 滬指三連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

雯瓊 上海報道）為進一步落

實擴大開放，上海市在多個

領域吸引外資。昨日市政府

制定了「擴大開放100條」

行動方案，聚焦五大方面，

多行業放寬外資准入標準，

推進更高層次的市場開放。

新舉措即時有回應，美國最

大的電動汽車特斯拉（Tes-

la）中國工廠落戶上海，成

為該市有史以來最大的外資

製造業項目。

滬「開放100」Tesla即落戶
建超級工廠 年產50萬輛 上海史上最大外資製造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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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
章蘿蘭、張豪上海報道）據融360
監測數據顯示，全國房貸利率在
經過連續18個月的上漲後，6月首
套利率峰值已達6.13%。隨着購房
成本的高漲，部分二手房源來客
量急跌。業內稱，房貸上升趨勢
未來一段時間不會有變，不過對
於居住需求會有更多渠道解決。
融360數據顯示，2018年6月全
國首套房貸款平均利率為5.64%，
相當於基準利率的1.151倍，較5
月 升 0.71% ， 比 去 年 6 月 升
15.34%。目前，國有四大行首套
房貸款平均利率已達基準利率上
浮15.2%水平，全國19家主要銀
行的首套房貸款平均利率最低亦
為基準1.088倍。

放盤乏人問津 轉賣為租
記者從中介處了解到，隨着房
貸的連升，進入6月以來，上
海不少住宅的睇樓量明顯下
降，甚至不少二手房可以連續
幾周保持來客量為零的記錄。
中介告訴記者，很多上海市中

心的二手房亦沒有市場，有房子
掛牌幾月沒人看，最終轉賣為
租，這是前幾年不可能發生的。
另外，仲量聯行上海項目銷售

部總監周靜昨日指出，鑑於地方
政府抑制房價上漲和穩定住房市
場的決心堅定，之後幾個季度包
括限價在內的嚴格調控政策料會
持續，令今年上海住宅價格面臨
下行壓力，料有更多開發商受資
金壓力，加快開盤速度，新增供
應增量將帶動銷售量回暖，不過
限價政策將令價格承壓。

據該行統計，今年二季度，上
海新開樓盤項目增多，期內一手
商品住宅成交共計12,251套，環
比上漲21%。儘管限購和貸款政
策仍保持嚴苛，新開樓盤依然受
到購房者的熱烈追捧。但因政府
限價，已經導致新開樓盤價格低
於市場預期。周靜透露，在政府
嚴厲的調控下，一手高端住宅價
格保持平穩，然而，由於更多的
二手房房東降價吸引買家，二手
房價格繼前一季下跌，二季度環
比小幅下跌0.1%。
仲量聯行指， 今年第二季度，

內地總交易量同比下降48.2%至
300億元（人民幣，下同）。上海
作為中國首選的投資目的地，佔
全國總投資額的56.4%。上海第二
季度總投資額達到169億元，同比
下降50.7%。

滬兩商品宅地昨出售
申城土地市場昨天迎來了下半

年頭兩幅商品住宅類用地的出
讓，這也是上海今年出讓的第3、
4幅商品住宅類用地。最終金茂以
30.61 億元將兩幅地塊都攬入囊
中，其中，華新鎮蔣家巷路東側
44-02地塊以17.23億元成交，溢
價率0.7%，折合成交樓板價2.12
萬元/平方米；華新鎮蔣家巷路西
側26-01地塊則以13.38億元的底
價成交，折合成交樓板價2.10萬
元/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上半
年滬僅有兩幅商品住宅類用地出
讓，下半年的頭一個月該類用地
或將出現放量，7月後繼還將有金
山新城、青浦徐涇北、寶山楊行
等區域的商品住宅類用地出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繼中證監進一步開放外國
投資者參與A股後，越來越多外資
機構加速佈局，全球知名對沖基金
橋水未來6個月內將在內地正式發
行私募產品。滬深A股昨續向上，
三大股指再度以紅盤報收，其中滬
綜指上行0.44%，日線收三連陽。

橋水基金將發私募產品
新華社援引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

協會消息稱，全球知名對沖基金橋
水已經完成備案登記，正式成為境
內私募管理人，6個月內橋水基金
就將在內地正式發行私募產品。此
外，另一家外資資產管理機構元盛
資本也於同期獲得境內私募基金管
理人牌照。去年至今，已有富達、

瑞銀資管、富敦、英仕曼、貝萊
德、施羅德等13家外資機構先後在
基金業協會登記成為私募證券投資
基金管理人。
業界認為，越來越多外資機構加

速佈局中國，是在用實際行動看好
中國市場，也是中國資本市場對外
開放穩步推進的體現。外資機構的
進入，利推動A股市場制度建設。

A股尾市發力 成交持平
滬深兩市早市小幅高開，之後維

持震盪，直至尾市突然發力，截至
收市，滬綜指報2,827點，漲12點
或0.44%；深成指報9,205點，漲
44點或0.49%；創業板指報1,592
點，漲11點或0.7%。兩市共成交
3,260億元（人民幣，下同），與

前日持平。
醫療、民航機場、水泥建材漲逾

2%；鋼鐵、有色金屬等升幅緊隨
其後，整體接近2%；僅保險、貴
金屬、銀行、環保工程等少數板塊
小幅下探。上海發佈擴大開放100
條舉措，上海自貿板塊漲超2%，
亦跑贏大市。
另據中證監官網披露，7月 8

日、9日，中證監主席劉士余、副
主席閻慶民分別主持召開上市公司
負責人座談會，一是聽取對當前經
濟金融形勢的看法；二是聽取對維
護資本市場穩定、促進資本市場與
上市公司健康發展的建議；三是聽
取對證監會工作的意見。據稱，下
一步證監會還將繼續召開一系列上
市公司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東莞水鄉新城商機推介活動」昨
在港舉辦，水鄉特色發展經濟區管
委會與香港總商會、美國商會、華
人會計師工會、中小型律師協會等
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水鄉管委會
將與各商協會在資訊共用、經貿
交流、會議會展等方面開展長期
友好的合作，共同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商務港建設。

力邀港商齊拓大灣區
水鄉管委會主任陳仲球介紹，

東莞水鄉特色發展經濟區位於水
鄉經濟區核心區域的水鄉新城，
規劃面積14.5片平方公里，規劃
人口16萬，全力打造「嶺南水

鄉、總部基地、國際商務港」。水
鄉新城擁有區位交通、嶺南水鄉環
境、通信網絡等三大核心優勢，在
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下，會立足
自身優勢，搶抓發展機遇，他誠摯
邀請香港工商業界緊緊把握機遇，

共同參與水鄉新城開發建設。
陳仲球續指，當前水鄉新城開發

建設控制性詳細規劃、交通綜合改
善規劃即將完成，水鄉大道改造等
重點交通工程已經啟動，水鄉新城
產業發展規劃編制已經完成，一批
重大專案已經簽約或在積極洽
談，東莞水鄉新城已引進15個
重點產業專案（群），總投資超
過2,000億元人民幣。
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綜合組處

長杜子君，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副會長陳國民，香港總商會中國
委員會主席譚唐毓麗，香港中華
總商會常務會董梁偉浩等商會代
表，以及香港貿發局華南首席代
表吳文慧出席了是次活動。

東莞水鄉新城引資建商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
陽報道）繼在河內設立了越南境內
第一所蔡冠深文化中心後，應越南
總理邀請，香港新華集團將在今年
力推第二所文化中心落戶該國胡志
明市。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新華
集團主席蔡冠深日前出席中國（遼
寧）——越南旅遊文化經貿交流會
暨新華助力「一帶一路」沿線旅遊

文化走進遼寧項目啟動禮時表示，
新華集團此前在河內設立的文化中
心得到了越南總理的高度評價，此
次在胡志明市建設的文化中心將由
蔡冠深基金會推動。他又指，未來
新華集團還將推動越南全面投資。
由香港新華集團與遼寧省外事

（僑務）辦公室、越南駐華大使館
聯合主辦的上述活動29日在此間舉

行，旨在通過新華集團的橋樑作
用，推動遼寧與越南兩地的人文旅
遊和投資，推進旅遊文化產業和經
貿雙向交流，並探討企業的合作前
景。越南駐華大使鄧明魁、遼寧省
政協主席夏德仁與蔡冠深等嘉賓共
同主禮開幕式。
此外，遼寧也與新華集團簽訂了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望透過新華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搭建合作平
台，推進文化交流與經貿合作。

■水鄉管委會代表（右）與香港總商會中國
委員會主席譚唐毓麗簽署合作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新華在越再設文化中心

上海市政府公佈的《上海市貫徹落實國
家進一步擴大開放重大舉措加快建立

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行動方案》，出台100條
舉措，聚焦五大方面，包括以更大力度的
開放合作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能級、構
築更加開放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體
系、打造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協同的知識
產權保護高地、建設服務全國的進口樞紐
口岸、營造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
境。其中涉及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能級
的開放措施佔據逾3成。

取消外資持金融股比例限制
在推進金融機構聚集和金融市場開放方
面，將大幅拓展境外投資者參與範圍、渠
道和規模，促進與境外金融市場的互聯互
通，加強金融產品和業務創新。
其中包括，取消在滬銀行和金融資產管
理公司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資銀行
在滬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業銀行

在滬發展不設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資
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證券業務則支持
外資在滬設立證券公司，持股比例上限放
寬至51%。保險業務方面，開放外資保險
經紀公司經營範圍，支持外資設立合資人
身險公司，將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
51%。爭取在2018年開通滬倫通；擴大合
格境內有限合夥人（QDLP）試點，支持外
資機構參與；加快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
發展等。

境外貸款先行先試 便利營商
自由貿易賬戶方面，對通過自由貿易賬
戶向境外貸款先行先試，試點採用與國際
市場貸款規則一致的管理要求。
另外，將着力深化自貿試驗區建設，加
快落實自貿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着力擴
大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開放，在專業
服務領域引入外資，提升專業服務國際化
水平，以國家擴大汽車、飛機、船舶等產

業開放為契機，提升先進製造業等級。
在爭取外資新能源汽車項目落地即時有

成果。特斯拉公司與上海臨港管委會、臨
港集團昨日共同簽署了純電動車項目投資
協議，特斯拉將在臨港地區獨資建設集研
發、製造、銷售等功能於一體的特斯拉超
級工廠（Gigafactory 3），規劃年生產50萬
輛純電動整車，是上海有史以來最大的外
資製造業項目。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和特斯拉（上海）電動汽車研發創新中心
也同步揭牌。上海將積極支持特斯拉在滬
設立集研發、製造、銷售等功能於一體的
特斯拉子公司和電動車研發創新中心，加
快全球化發展進程，助推上海高端製造業
發展，加快建設世界級汽車產業中心。
另外，上海將着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大力吸引全世界優質商品和服務，構建覆
蓋全球的進口貿易促進網絡，營造更加高
效便捷的貿易環境，促進貿易自由化和便
利化。

■ Tesla 將
在 上 海 建
廠，成為該
市有史以來
最大外資製
造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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