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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上
投摩根（香港）昨發佈2018年第四
季內地市場投資策略報告指，今年
第三季CPI略高於預期，主要受豬
肉、蔬菜與非食品項中的旅行、燃
油影響，預計第四季通脹壓力將較
第三季溫和，但受制美聯儲加息周
期，短端政策利率難以下調，預計
第四季內地經濟增長以穩為主，年
底資金面相較第三季可能收緊。

人行放寬貨幣空間料有限
上投摩根（香港）資深基金經理

鍾維倫指，人民銀行為呵護流動性
合理寬裕，增加了中長期資金投
放，但隨着聯儲加息，人行放寬貨
幣的空間已較為有限，未來貨幣政
策的重點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
制，落實放寬信用。地方財政政策
受制於隱性債務處理方面的軟約
束，通過專項債融資，穩定年內在
建專案投資，明年基建的增量看點
仍在中央財政投資項目上。
至於A股市場方面，該行資深基金

經理司徒芳華指出，第三季總需求偏
弱，在政策逐步發力的情況下，悲觀
預期得到一定修正，未來大概率基建
投資會有改善，地產投資緩慢下降，
目前所處的庫存周期位置預示A股盈

利增速在下行趨勢中。
談及港股，上投摩根（香港）資

深投資經理兼港股研究總監張啟廉
說，港股由年中高位至10月份已累
積接近25%跌幅，企業盈利增速目
前仍相對穩健，預測港股市盈率已
接近10年底部，大跌的空間相對減
少。此外，他表示，美國債息持續
上升亦開始令相對較高估值的美股
出現疲態，導致海外資金自6月份
開始淨流出港股，不過他認為不宜
對市場過分悲觀，因不利因素已有
一定程度的反映，加上該行預計明
年企業盈利增長可達7%至8%，現
時機構投資者普遍現金持倉相對較
高，或會部署伺機入市。在10月份
亦看到南下資金有回升的跡象。

香港文匯報訊 財新/Markit昨天聯合
公佈的10月內地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為50.1，自九月50.0的近一年半低
位略微回升，高於路透調查預估中值
49.9，意味需求狀況較前月有所改善，
但產出指數降至近兩年半低點，製造業
擴張力度仍弱，反映製造業對未來一年
前景的預期指數則創下近一年低位，顯
示前景不容樂觀。

產出指數降至27個月低位
財新智庫莫尼塔宏觀研究主管鍾正生

指出，總體而言製造業擴張力度仍很
弱。儘管需求持穩，但生產和企業信心
還在減弱，生產成本壓力也沒有緩解，
內地經濟尚未見到明顯改善。
分項數據顯示，新訂單指數較前月有

所回升至50.4；新出口訂單脫離上月創
下的逾兩年低位，但仍連續七個月在50
下方；就業指數持續收縮但較前月改

善。同時，產出指數下降 1 個點至
50.1，為2016年6月以來最低水平。鍾
正生指出，產出指數連續第二個月回
落，這也與近期工業增加值明顯下滑相
一致，可能預示投資主要來自環保或技
術轉型相關需求驅動，而非來自於產能
擴張。
分項數據並顯示，反映製造業者對未
來12個月前景預期的產出預期指數雖然
保持擴張，但出現進一步回落，且為
2017年11月以來最低，顯示在低迷市況
和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之際，企業信心持
於低位。
路透社引述央行副行長朱鶴新昨天在

改革開放與中國扶貧國際論壇間隙表
示，降準的效果已經顯現，但何時再次
降準還需要觀察政策傳導效果。在組合
工具的作用下，相信市場的悲觀情緒慢
慢會好，貨幣政策還是要體現穩健性，
精準性。

上月財新製造業PMI微升
《徵求意見稿》中引起市場關注的是，

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維持不變，仍
為成交金額的1‰，並且保持單邊對證券交
易的出讓方徵收；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納稅人
或者稅率調整，由國務院決定，並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憧憬減稅 券商板塊曾飆逾6%
消息令市場對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預期進
一步升溫，滬深A股曾快速向上，滬綜指升
逾1%，深證成指升逾2%，券商板塊最多飆
升超6%，但因對經濟前景的擔憂，市場做
多信心並不堅定，午後兩市回落，至收市滬
綜指微漲0.13%報2,606點，深成指與創業
板指分別收漲1.14%、0.84%，報7,567點和
1,286點，券商板塊升幅收窄至1%。兩市共
成交3,833億元。

北向資金流入87億創紀錄
北向資金淨流入再度近87億，創深股通開
通以來新高，其中滬股通淨流入57.6億元，

深股通淨流入29.3億元。
內地股市深陷弱勢，近來降低或取消證券

交易印花稅呼聲再起。據券商中國的統計，
去年全年印花稅收入2,206億元（人民幣，
下同），今年前三季度，證券交易印花稅
881億元，同比下降6.5%，這也是年內證券
交易印花稅收入同比首次出現下降。
印花稅一直是內地調控股市的重要手段。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賀強表示，2008
年開始單邊徵收印花稅至今，證券交易印花
稅的稅率和徵收方式一直沒有變過。最近市
場上有觀點提出要全部取消證券交易印花
稅，或是進行結構性調整。「結構性調整會
使得印花稅的徵收過於複雜，沒有必要，全
部取消現在不具備條件，因為證券交易還是需
要收一定的稅，如果取消了印花稅，可能也要
開徵其他的稅。保持印花稅1‰的稅率，目前
可能是比較合適的。而且現在也要做好『六個
穩』，所以最好暫時不做太大的變化。」
賀強還指出，過去印花稅沒有立法，一直

是按國務院條例和部門法規徵收，一直以來

印花稅調整都是經國務院同意後由財政部、
稅務總局公佈實施，印花稅法實際維持了這
一調整方式不變。但也有分析人士質疑，在
稅收法定原則下，仍將稅率調整的權利授予
國務院，有所不妥。

CDR擬納印花稅徵收範圍
此外，《徵求意見稿》將以股票為基礎發

行的存託憑證(CDR)納入證券交易印花稅的
徵收範圍。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在說明中表
示，CDR以境外股票為基礎在中國境內發
行，並在境內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將其納
入印花稅徵收範圍，有利於保持稅制統一和
稅負公平。
證券交易印花稅歷史上經過9次調整，從

最開始的雙邊徵收3‰，到現行的單邊徵收
1‰，每次調整市場都會有明顯反應，上調
時股價大幅下挫，下調時市場大漲相迎。上
次證券交易印花稅調整是在2008年9月19
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確定單邊徵收，當天滬
綜指暴漲179點，漲幅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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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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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昨發佈
的《印花稅法徵
求意見稿》，將
CDR納入證券
交易印花稅的徵
收範圍，稱此舉
有利於保持稅制
統一和稅負公
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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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集團寧夏建葡萄酒特色小鎮

該項目佔地3萬畝，概算總投資60億元
（人民幣，下同），2017年種植優質

釀酒葡萄約1萬畝、建設酒莊2-3家，3年
完成全部建設任務。據記者了解，目前已種
植葡萄約2,000畝，已完成10萬畝特色小鎮
的總體規劃，正在進行修建性詳細規劃。香
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對記者說，香港新華
集團將以與吳忠市同心縣共建「羅山東麓葡
萄酒風光小鎮」項目為契機，更好發揮自身
在文化旅遊、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等方面的
優勢，不斷拓展與寧夏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為西部地區的建設增光添彩」。
韋州鎮屬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四季分

明，日照充足，晝夜溫差大，年均降水量
259毫米左右，屬於葡萄優生區。但同時，
同心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年降雨量不足200
毫米，至今還有35個貧困村，近2萬貧困人
口。

總投資60億 助貧困縣
據當地負責人介紹說，近年來，同心縣走

出「越窮越墾，越墾越旱」的生態惡圈，強

力推進有機枸杞、釀酒葡萄、文冠果等綠色
產業，脫貧攻堅逐漸駛入綠色通道，特色葡
萄酒小鎮項目建成後，將有力打造韋州古城
開發，集文化、旅遊、健康、養老、特色種
植等一體的特色小鎮，帶動2,000餘人就
業，實現年產值10億元。
蔡冠深和香港新華集團對當地大力的扶

貧支持和就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助推了
當地脫貧攻堅，將集有機富硒葡萄種植、
葡萄酒文化藝術中心經營、養老旅遊度假
等配套產業於一體的葡萄酒特色小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

夏報道）羅山東麓葡萄酒特色小鎮

位於寧夏吳忠市同心縣韋州鎮西部

30公里處的羅山腳下，據韋州鎮負

責人向記者介紹說，2017年3月18

日，寧夏同心縣與香港新華集團在

南京市簽訂了羅山東麓葡萄酒特色

小鎮戰略合作協議。計劃在同心縣

羅山東麓建設集有機富硒葡萄種

植、葡萄酒文化藝術中心經營、養

老旅遊度假等配套產業於一體的葡

萄酒特色小鎮及10座名優品牌級葡

萄酒莊、百棟明星酒莊、千座有特

色的小酒莊。 ■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石泰峰（右）會見蔡冠深（左）。 王尚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華潤醫藥
（3320）旗下東阿阿膠發佈2018年度第三
季度報告，今年前三季度實現營業收入
43.84 億元（人民幣，下同），微減
2.16%；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12.25億
元，按年微跌約1.91%。

東阿阿膠的半年報中首次出現了美國
知名基金公司奧本海默，而三季報顯
示，奧本海默又進一步增持東阿阿膠，
持股比例已達到4.01%，繼續位居第四
大股東。華潤醫藥間接持有東阿阿膠
30%的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第十二屆中國鄭州國際少林武術節
日前在河南登封舉行，此間舉行招商推
介暨項目集中籤約儀式，共簽約重大項
目22個，簽約總額437.3億元人民幣。
登封市官員稱，此次簽約的安泰科技

新材料產業合作項目、心電遙測研發製
造、半導體激光增材製造關鍵技術與裝
備的研究及產業化項目、CLT木屋裝配

式建築項目、年產1,500噸晶須狀碳納
米管項目等6個先進製造業項目，花舞
農旅、新幹線軌道交通、鄭登新城中部
片區項目、鄭登新城唐莊中片區等6個
文化旅遊項目的集體落戶，將為登封優
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打下堅
實基礎，為加快建設鄭州國家中心城市
次中心、中國少林功夫國際旅遊目的地
城市增添新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江蘇報
道）江蘇宜興日前舉行的「2018（第六
屆）中國環保技術與產業發展推進會」
上，新加坡豐樹產業園項目、香港鷹普
機械增資項目、吾悅城市綜合體項目等
一批以節能環保合作為重點的項目與宜
興環保科技工業園簽約。中國科技部官
員表示，宜興正成為內地環保領域最具
活力的科技創新區域。
據江蘇省科技廳副廳長夏冰介紹，宜

興環保科技工業園為內地唯一以發展環
保產業為特色的國家級高新區，目前聚
集了1,800多家環保企業和3,000多家相
關配套企業，產品涉及土、氣等7大類

200多個系列，擁有國家水處理裝備產
業技術創新聯盟等11個國家級平台。水
處理設備自我配套率高達98%，內地市
場佔有率達到40%，宜興成為內地產品
最齊全、技術最密集、創新資源最豐富
的環保產業集聚區。

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
宜興市委常委、宜興環保科技工業園

管委會主任朱旭峰表示，該園區在內地
環保領域先發制人，搭建了江蘇省環保
裝備產業技術創新中心、中宜環境醫院
等一批創新載體，目前正着力實現創新
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

奧本海默增持東阿阿膠

鄭州武術節22項目攬金437億

逾1800環保企落戶宜興

■圖為宜興
環保科技工
業園內工廠
操 作 間 。
宜興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通訊
員 谷素梅 河南報道）第四屆青年
豫商領袖成長論壇暨青年豫商先鋒
人物頒獎盛典日前在河南鄭州舉
行。朱桂濤、楊小龍，李志偉等十
位青年企業家評選為本屆豫商先鋒
人物。
據悉，論壇先鋒人物的培養模式
為導師+學員制。本屆導師亦由四
位豫商翹楚擔任，分別為：建業集

團（0832）董事長胡葆森，天明集
團董事長姜明，中原銀行（1216）
董事長竇榮興，中原證券（1375）
董事長菅明軍。值得注意的是，四
位董事長中有三位的企業都在香港
上市，而成立於1993年的天明集團
目前也已在北京、鄭州、香港等擁
有十餘家子公司。青年豫商論壇暨
先鋒人物河南評選活動從2015年開
始，至今已經是第四屆。

上市企業老總 為青年豫商創業指路

■第四屆青年豫商領袖成長論壇日前在河南鄭州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