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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對接大灣區懇談會昨簽1700億
杜家毫：盼港支持實現「走出去」和「引進來」

有片睇有片睇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右）昨天會見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一行。王志民
感謝湖南省委和省政府長期以來對香港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湘港兩地進一步加強經濟
社會各領域交流合作，對接「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機遇，服務好新時
代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中聯辦將一如既往做好聯絡促進工作，為湘港深化全面合作提供
有力支持。杜家毫介紹了當前湖南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表示湖南將繼續深化對港交流
合作，助力湖南高質量發展。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見。

王 志 民 會 見 杜 家 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湖南省人

民政府正在香港舉辦「2019湖南─粵港澳

大灣區投資貿易洽談周」活動。據了解，

本次「2019湖南─粵港澳大灣區投資貿

易洽談周」，全省共簽署省級重大項目

183個，投資總額3,098.5億元（人民幣，

下同），合同引資2,847.2億元。在昨日

的「2019 湖南對接

粵港澳大灣區懇談

會」上，現場共簽約

32個項目，投資總額

達1,700億元，涵蓋

專業服務、農業、金

融、醫療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內地3月信貸社融、進出口等數據全面
超預期，經濟企穩信號更加強烈，但市場
對流動性擔憂升溫，導致昨日A股表現不盡
人意，滬深指數高開低走，最終全線收
綠，其中滬綜指下挫0.34%，報3,177點，
跌幅最大的創業板指低收了1.7%。
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

（IMFC）第39屆部長級會議日前在華盛
頓結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提
交給此次會議的書面聲明中提到，內地股
市正顯示出觸底和復甦跡象。隨着國際機
構投資者進行多元化證券投資，以及內地
進一步開放債市和股市，去年外國證券投
資流入達到創紀錄的1,200億美元。鑒於以
人民幣計價的資產越來越多地被納入國際

指數，外國證券投資流入的潛力正在上
升。
不過，央行在公開市場上仍未出手，連

續18個交易日暫停逆回購，市場人士認
為，小長假因素致本月稅期後延，本周稅
期因素的影響會逐漸加大，加上MLF到
期、信貸投放消耗超儲、政府債券發行繳
款等多因素影響，貨幣流動性料進一步承
壓。

社融增速及通脹顯著反彈
此外，海通證券姜超亦發文稱，3月社融

增速回升至10.7%，再度印證社融增速已經
在去年末見底，由於社融增速的大幅回
升，加上通脹的顯著反彈，意味着央行貨
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的必要性大幅下降。

由於3月經濟數據靚麗，早市滬綜指、深
成指、創業板指分別大幅高開 1.41%、
1.6%、1.53%，但因投資者對流動性擔憂升
溫，之後走勢卻與開盤表現大相逕庭。滬
深大市起先尚且維持震盪，但11時後即跌
勢加劇，幾乎呈單邊下挫。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77點，跌10點或
0.34%；深成指報 10,053 點，跌 78 點或
0.78%；創業板指報1,666點，跌28點或
1.7%。兩市共成交7,758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滬市成交3,557億元，深市成交
4,201億元。

保險銀行等板塊逆市上揚
盤面上，行業板塊跌多漲少，僅有保

險、多元金融、通訊、船舶製造、銀行、
煤炭採選、港口水運、高速公路等板塊逆
市收紅；券商信託、工藝商品、環保工
程、農藥獸藥、造紙印刷、珠寶首飾、文
教休閒等板塊則跌幅居前。
中信證券最新研報指出，目前內地宏觀

數據偏熱，在市場「溫度」較高的環境
下，會強化市場對周期提前見底的博弈情
緒，從而帶來A股短期脈衝式上漲；但另一
方面海外因素偏冷，逐漸積累的外部風險
更值得重視，外資流出趨勢短期難扭轉，
中美股市共振的風險也逐漸提升。該機構
認為，4月是海外擾動因素的上行期，基本
面風險出清仍需時間，貨幣政策再平衡
下，流動性對行情制約會變強。

流動性擔憂升溫 A股續挫

■市場對流動性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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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上海證交
所區域主任唐軍青日前在昆明召開的雲南
企業上市倍增三年行動推進會上透露，從3
月18日正式開始接收發行人的申請到4月
10日，已有65家企業向上交所提交了科創
板股票發行上市申請文件，其中27家企業
已處於問詢狀態。科創板各項工作正緊鑼
密鼓地向前推進。
唐軍青稱，科創板將重點支持新一代信

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新能源、節
能環保、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

性新興產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
算、人工智能和製造業深度融合，引領中
高端消費，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
力變革。他強調，科創板既應該有科創成
功的企業，更應該有科創「在路上」的企
業，這是科創板建設的初心。

滇企上市可獲獎1600萬
此間召開的雲南企業上市倍增三年行動

推進會表明，目前雲南共有A股上市公司
35 家，總市值 5,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位列全國第24位。行動計劃欲培育
50家「金種子」企業，並提出到2021年雲
南上市公司要達70家以上，將對在上交
所、深交所和港交所上市的滇企給予財政
獎勵1,600萬元，對於借殼或買殼的外省上
市公司並遷入雲南的企業，獎勵1,000萬
元。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助理副總裁趙
龐稱，雲南企業赴港上市可以借助香港的
國際化金融環境資源實現境內外多元發
展。目前在港上市的滇企有5家，市值約
100億港元。

上交所收65份科創板上市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算上最
新發行的 10 億美元債
券，中國恒大（3333.
HK）今年以來已經發行
66億美元債券，成為今
年以來亞洲最大的債市借
款人。
恒大昨天表示，已經出

售2億美元三年期債券，
另外還發行四年期及五年
期債券各4億美元。這些
債券的票息介 9.5%至
10.5%，發行條款和上周
恒大發行的20億美元債
券相同。
有統計指，包含通過恒

大地產集團發行的債券在
內，中國恒大今年至今已
經在債市總計籌資66億
美元。超越騰訊控股
（0700.HK），成亞洲最
大債券發行人。騰訊稍早
前發行了 60 億美元債
券。

恒
大
今
年
發
債
66
億
美
元
冠
亞
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晨 上海
報道）人民銀行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
示，3月末央行口徑外匯佔款報21.3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環比減少4.59
億元，較2月3.3億元的降幅進一步擴
大，這是該數據連續第8個月環比減
少。有分析指出，外匯佔款規模雖環比
連續減少，但過去2個月的降幅都不足
5億元，總體看外匯佔款總體依然穩
定，內地資本流動狀況亦相對平衡。

人民幣匯率轉趨穩定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顧慧君
分析，外貿狀況、人民幣匯率走勢，及
內地跨境資本流動形勢等因素都可能引
發央行口徑外匯佔款的變動，從當前形
勢看，內地出口雖面臨下降壓力，但該
壓力並未在實際數據中顯現。此外，近
來人民幣匯率走勢相對穩定，所以因
「穩外匯」因素而導致的外匯佔款下降
並不明顯，「外匯佔款連續數月的環比

下降，或與資本外流因素有關」。
「外匯佔款規模的環比溫和減少，或與

短期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升值、資本投資減
損等因素有一定聯繫，但市場無需將該數
據過度放大。」華寶基金副總經理李慧勇
指出，現階段央行口徑外匯佔款總體仍處
穩定態勢。他強調，海外市場對中國經濟
的信心正在恢復；另一方面，監管層對
「市場決定的匯率機制」的宣傳，使市場
逐步適應了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曾經一
度出現的單邊下降格局已有所改變。
交銀金研中心資深研究員劉健坦

言，儘管上月外匯佔款環比下降近4.6
億元，但總體看其變動仍延續小幅波動
格局。事實上，上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
匯率中間價在6.7左右水平窄幅波動，
市場對匯率的預期亦總體平穩。
值的一提的是，央行月初發佈的數據

稱，截至3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報
30,988億美元，較2月末增長86億美元
或0.3%，已連續5個月環比增長。

上月外匯佔款錄八連降

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

深等嘉賓出席昨天的活動並見證了有關
項目的簽約。杜家毫於致辭時表示，香
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也是
湖南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橋樑，希望
在港人士進一步支持湖南發展，更好幫
助湖南實現「走出去」和「引進來」，
他並熱情邀請各界人士赴湖南洽談合
作，投資興業。

力推粵港澳湘區域聯動
湖南省副省長何報翔作省情推介時稱，

廣深港高鐵開通後，香港去湖南只需三個
半小時，並以「高鐵一線牽，兩岸若比
鄰」這句話形容湘港兩地交往的便利。
他說，湖南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最緊密

的鄰居之一，在全面對接大灣區、深化
經貿合作上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未來將

緊緊抓住國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
歷史機遇，在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產
業、市場、口岸通關等方面全面對接融
合；在項目、資金、技術、人才和先進
管理經驗方面，力爭實現粵港澳湘區域
聯動，推動合作雙方共同發展。

共建國際高端製造業基地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指出，湖

南與香港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在
產業投資和經貿往來有緊密的聯繫，湖
南的產業結構與大灣區互補性強，一些
經濟發達的發展區如長沙臨空經濟示範
區、長株潭高新技術經濟圈發展已經有
一定的規模，具備承接大灣區產業轉移
和配套支撐的能力。高鐵開通之後，湖
南尤其是長沙已成為大灣區城市不少產
業轉移的首選地。
他相信，隨着大灣區發展的不斷推

進，湖南可以積極對接大灣區產業經濟
的發展，成為大灣區產業鏈上下游合作
的延伸，共同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
端製造業的基地。
此外，荷蘭夸特納斯、丹麥馬士基、

台灣新金寶、德國費森尤斯、荷蘭皇家
殼牌、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泰國正大、
中銀香港等商協會和知名企業負責人先
後發言，圍繞進一步深化與湖南的交流
合作發言。
中聯辦經濟部部長孫湘一、中國太平

保險集團總經理王思東等嘉賓出席了活
動。昨天的活動中，95家參會企業來自
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荷蘭、日
本、台灣等12個國家和地區，42家境內
外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以及香港本地知
名企業、香港五大商協會和深圳、廣州
等珠三角地區行業領軍企業高層亦參加
了是次懇談會。

■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等昨日見證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譚鐵牛（右）昨
天出席見證項目簽
約。 劉國權 攝

▶蔡冠深稱湖南可
積極對接大灣區產
業經濟發展。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