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證監擬統一QFIIRQFII准入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近日召開會議，要
求堅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來促進資本市場平
穩健康發展。其中包括，加快推動證券行業放寬
外資股比限制政策的落實落地；修訂QFII（合資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
投資者）制度規則，統一准入標準，放寬准入條
件，擴大境外資金投資範圍。

擬年內推滬倫通
證監會網站發佈其黨委會和主席辦公會內容指
出，在進一步擴大開放方面，還包括加快推動證
券行業放寬外資股比限制政策的落實落地。抓緊

推進滬倫通各項準備工作，爭取年內推出。積極
支持A股納入富時羅素國際指數，提升A股在
MSCI指數中的比重。
另外，在加大相關基礎性制度改革力度方

面，抓緊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購制度，促進上
市公司優化資本結構、提升投資價值；鼓勵包
括國有控股企業、金融企業在內的上市公司依
法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強化激勵約束，更好服
務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推動落實好
公募基金參與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賬戶試點工
作。
將完善發行審核和併購重組監察機制，進一步

提升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更好服務實體經濟，不
斷完善並堅決實施退市制度。
同時，還要全面提升投資銀行服務能力。對

於相關金融機構提出的整合投行類業務與機
構、設立功能突出的投行實體的申請，結合證
券行業對外開放積極予以研究推動，努力探索
建設富有國際競爭力的投資銀行。繼續加大稽
查執法力度，提升監管科技化水平，嚴厲打擊
各類違法違規行為，積極探索完善中小投資者
服務中心開展證券支持訴訟示範判決等維權法
律機制，切實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
合法權益。

■■中國證監會擬修訂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中國證監會擬修訂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人人
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規則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規則，，統一准入標準統一准入標準。。

傳特斯拉與四內銀洽滬廠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社報道，特斯拉

公司期待上海市政府協助其從幾家中資大
行獲得貸款，以為該公司計劃設在上海的
工廠提供融資支持。
知情人士表示，至少有四家銀行已開始
對該項貸款進行評估，部分銀行已經與上
海市政府和特斯拉簽署了保密協議，正在
進行深入談判，目前參與的銀行均尚未確
定具體的貸款規模和利率。特斯拉此前表
示，計劃主要在當地舉債為上海的新工廠
籌措資金。
彭博社早前指，特斯拉上海工廠可能需
要投資50億美元。

■據傳至少有四家銀行已開始就向特斯據傳至少有四家銀行已開始就向特斯
拉上海工廠提供融資貸款進行評估拉上海工廠提供融資貸款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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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7月進出口數據
雙雙大增，顯示中美
貿易戰實質影響暫
微，但市場依然擔憂
貿易戰中長期的干
擾，加上內地去槓桿
進程也在持續，上述
種種均限制A股發
揮。前日勁升後，昨
日滬深股指悉數收
跌，滬綜指下挫
1.27%，深成指和創業板指均跌逾
2%，反彈又是「一日遊」。
利好齊發雖可提振市場，但

「藥效」卻不持久。滬深股指昨
低開低走，全日單邊下行，滬綜
指 收 報 2,744 點 ， 跌 35 點 或
1.27%；深成指報8,499點，跌174
點或 2.02%；創業板指報 1,447
點，跌31點或2.14%。兩市共成
交3,053億元（人民幣，下同），
較前一交易日縮量114億元。

中石油續升中石化跌
貴金屬、石油、鋼鐵板塊領
漲，前者升近2%，後兩者漲幅超
過1%。中海油服飆升近8%，但
「兩桶油」走勢分化，中石油漲
1.51%，中石化下行0.88%。
周二上海原油期貨主力合約迎

首次漲停並刷新歷史新高，上海
國際能源交易中心隨即發佈通知
稱，近日國內外經濟和金融形勢
複雜多變，請各有關單位作好風
險防範，維護市場平穩運行。上
海原油期貨主力合約收市跌
1.43%。水泥建材、農牧飼漁板塊
亦小幅收紅；領跌兩市的食品安
全、高送轉、次新股、工藝商
品、國產芯片、人腦工程、航天

航空板塊均重挫超3%。
湘財證券分析，大市未能延續
前日升勢，以創業板和次新股為
首的小盤股，出現較大調整，說
明市場並沒有因為一天大漲，就
改變原有的弱勢格局，人氣恢復
亦不是一兩日的事。
國家發改委昨日表示，為打好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使宏
觀槓桿率得到有效控制，今年將
圍繞27項工作要點推進降低企業
槓桿率工作。

周期性股票表現料遜以往
但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

師高挺在最新報告中指出，近期
政策面雖然出現明顯放鬆信號，
鑒於政府去槓桿的立場、及對房
產泡沫的擔憂，此次政策放鬆力
度或將受限。
他還提到，中美貿易摩擦削弱

外需這一風險，已在眼前但尚未
兌現，料政府也將謹慎應對。
高挺續稱，信貸放鬆和基建支

出增加，或再次提振周期性板
塊，但是這些措施仍不足以完全
抵消貿易戰和房地產放緩，對經
濟增速的負面影響，故此次周期
性股票的強勢程度或不及以往。

■昨日滬深股指悉數收跌昨日滬深股指悉數收跌，，滬綜指下挫滬綜指下挫11..2727%%，，
深成指和創業板指均跌逾深成指和創業板指均跌逾22%%。。

香港文匯報訊 雅生活（3319）昨公
佈截至今年6月30日止中期業績，期內
營業額約 14.057 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加103.1%；毛利約5.103
億元，按年增131.4%；淨利潤約3.358
億元，按年增173.9%。股東應佔利潤較
2017年同期大幅增加196.2%至約3.323
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0.26元。
截至今年6月30日止，集團的在管總

建築面積達1.091億平方米，較2017年
同期的7,140萬平方米增加52.8%，主要
源於集團接管雅居樂集團及從綠地控股
集團開發的項目，佔截至今年6月30日
止總在管面積的44.4%。同時接管獨立

第三方開發商開發的項目，佔截至今年
6月30日止總在管面積的55.6%。隨着
更多優質項目的接管。截至今年6月30
日止，集團所管理的來自雅居樂集團及
綠地控股的住宅項目管理費單價為3.02
元/平方米/月；綠地控股注入的商業項
目的管理費單價為7.40元/平方米/月。
雅生活董事會聯席主席陳卓雄表示，回
顧期內，集團業務增長勢頭良好，有幸
獲得行業認可和投資者信任，股價走勢
穩固向好。
集團借助市場拓展、投資併購及合資合

作三駕馬車拉升外延式增長，實現業務規
模的快速增長及盈利水平的大幅提升。

雅生活半年賺逾3億

鐵塔：非常重視知識產權
首掛平收 佟吉祿稱增長空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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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中國石油
(0857)正在與卡塔爾進行深入談判，計劃通
過短期和長期協議購買液化天然氣(LNG)。
目前價格和數量未有最後確定，但短期交易
或涵蓋數百萬噸LNG供應。
據路透社引述兩位消息人士透露，中石
油幾個月前開始與卡塔爾進行供應談判，以
彌補長期供應缺口，因需求增長料將快於內
地氣田產量的增長。中國正推進煤改氣工程
以減少空氣污染。
去年北京啟動該工程之後，中國已取代
韓國成為全球第二大LNG進口國。有分析
師指，未來三年中國 LNG 進口料大增

70%。而卡塔爾是全球最大的LNG生產
國，目前正在為擬議增產網羅買家。
諮詢機構思亞能源執行總監陳竹稱，儘

管來自澳洲、俄羅斯和美國等出口國的競爭
加劇，但卡塔爾仍是中國最有競爭力的供應
國之一，因其產量規模巨大，地理位置較近
而且成本較低。截至上周，雙方正在討論的
其中一項交易涉及數百萬噸年度供應量，從
今年開始直至2022年，但交易價格及數量
尚未最終確定。
另有知情人士稱，中國石油還在與卡塔

爾洽談較長期協議，但並未透露更多細
節。

中石油與卡塔爾商液化氣供應

■人民幣在岸價連續三日上升人民幣在岸價連續三日上升。。

對於中國鐵塔於內地被起訴侵權事件，
董事長、執行董事及總經理佟吉祿昨

於上市儀式後表示，公司高度重視，亦非常
尊重知識產權的問題，會依法保護公司的合
法權益，如有需要會按程序披露，而涉及的
鐵搭數量及分佈，正按程序調查及處理。佟
吉祿表示，公司主要收入來源，是來自對3
間營運商的塔類業務收入，但近年新建51萬
座站址，亦增加了100多萬個租户，公司相
對其他同行業務範圍更廣，增長潛力更大。
他續指，公司擁有獨特的資源優勢，未來會
通過這些優勢，對社會有廣泛拓展應用，而
目前已有5.7萬租戶，相信未來有很大的增
長空間。
當被問到會否擔心日後被三大營運商壓價
時，佟吉祿表示，公司定價是以成本為基礎
的市場化策略，又形容「沒有三間營運商，
就沒有中國鐵塔」，未來會進一步提高競爭
力。他指，現時共享商業模式具有優勢，亦
得到投資者認可，公司得以取得快速發展，
有信心為投資者帶來紅利，對公司未來發展
及營業能力有信心。

百濟神州微跌0.93%
另外，佟吉祿續指，希望明年實行期權激
勵計劃，進一步使公司更有活力。至於會否
到A股上市，他指，會因應公司發展、盈利
及整體公司戰略，來考慮公司未來。

而同日上市，首隻由美國回流本港雙重上
市，以及第二隻無收入生物科技股百濟神州
（6160）昨開市報 108 元，最高報 108.2
元，最低報103元，全日收市報107元，較
招股價108元微跌0.93%，每手賬面蝕100
元。全日成交量達685.8萬股，成交金額
7.28億元。
百濟神州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John V.Oy-

ler昨日表示，公司於內地引入3種新藥，相
信很快會獲得內地審批，一旦獲批，只要公
司跟計劃進行，未來將成為很大型的製藥公
司。至於公司正自主研發的新藥，當中包括

抗淋巴瘤及白血病的新藥等，期望將盡快於
內地市場推出，同時預計明年於美國推出，
而公司選擇新藥物，不論來自哪個國家，只
看藥物質素。
非執行董事王曉東補充，公司正自主研

發新藥，雖未到市場銷售，但希望能很快
推出市場，亦代表公司由科研公司發展到
商業化公司。但公司的根本是科研，會不
斷研發新型抗癌藥物，未來亦會有源源不
斷的新藥推出市場。又指，公司總有一天
能轉虧為盈，但未能預測實際所需的時
間。

香港文匯報訊 昨天公佈的中國7月份出
口增長快於預期，同時進口激增，表明儘管
中美貿易關係存在不確定性，但國內外需求
均繼續增長，加上傳聞央行要求主要銀行配
合行動，防範人民幣外匯市場羊群效應，人
民幣在岸價連續三日上升。外匯交易員指
出，美元近日漲勢失去動能，且中國新出爐

的數據表現穩健，撫平了投
資者對於近期中美貿易緊張
局勢的緊張情緒，打壓了對
美元的需求。不過，貿易戰
壓力在前，估計人民幣仍短
期承壓，或維持寬幅震盪。

央行提醒防範羊群效應
中國警惕人民幣大幅貶值

風險，上周五中國央行宣佈
對遠期售匯業務恢復徵收
20%的風險準備金，並密切
關注着外匯市場的一舉一
動。彭博援引知情人士稱，
中國央行周一上午召集14家

中間價報價銀行會談，央行有關主管官員在
會議上表示，央行有信心、有豐富的政策工
具來維護市場穩定，與會銀行應該和央行一
起出力來防範羊群效應、防範順周期行為，
對順周期行為不要推波助瀾。知情人士稱，
央行官員在會議上表示，考慮到未來存在不
確定性，要保持匯率彈性、雙向浮動的導向

不變，及時釋放壓力，避免與市場形成強對
峙。知情人士還透露，與會銀行建議，可適
時啟用逆周期因子等加強對匯率中間價的指
導，並加強對境外市場監控，必要時可運用
一些工具。今年年初，隨着人民幣大幅走
強，中國央行暫停使用逆周期因子對中間價
進行調節。

「7算」心理關口料可守
渣打銀行亞洲外匯策略師Eddie Cheung

認為，這一舉措與中國央行早些時候的做法
一致，它可以被視為先發制人的努力，以放
緩人民幣貶值，防止對貶值的單邊押注，並
避免恐慌情緒。由於貿易戰和中美貨幣政策
的分歧，人民幣將繼續面臨壓力，但兌美元
應該不會跌破7這個強勁心理關口。
法國巴黎銀行中國利率匯率策略師季天鶴

稱，從近期央行表態來看，未來任何的干預
行為都應該是以市場手段為主的，其關注點
更多在於匯率貶值速度，而非具體價格水
平。預計下一步央行有可能會重新對離岸人
民幣存款收取存款保證金。

人民幣在岸價三連漲

■消息人士透露消息人士透露，，中石油幾個月前開始與卡塔中石油幾個月前開始與卡塔
爾進行供應談判爾進行供應談判，，以彌補長期供應缺口以彌補長期供應缺口。。

■ 中 國 鐵
塔、百濟神
州昨天同於
港 交 所 掛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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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沛其）昨日兩隻新股上市，表現各異。其中，全球最大通訊鐵塔基礎設施服務供

應商中國鐵塔（0788）首日掛牌，開市報1.26元，最高報1.29元，最低報1.26元，全日平收1.26元，每手賬面

無賺蝕，成交量43.6億股，成交金額55.26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