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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板22日敲鑼 首批25企掛牌
上交所：規則體系具備 審核穩步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
報道）今年以來 P2P平台洗牌加
速，就連行業巨頭亦不可免。近
日，成交規模逾1,600億元（人民
幣，下同）、3月份才登陸美國納斯
達克市場的網信集團，旗下網貸平
台網信普惠被曝即將清盤，有網友
稱部分項目到期無法提現。針對此
情況，網信官方微信回應稱，出現

小規模逾期，正積極同產品管理方
及相關融資企業進行溝通，積極進
行催收回款。

申請提現無法到賬
自6月末起，多名投資者稱網信

普惠產品出現逾期不兌現等違約情
況。有匿名出借人向記者表示，此
前該平台下產品提現秒到賬，甚至

提前到賬，但6月20日後改成T+
3，後來索性申請提現一周後仍無法
到賬。
目前網絡上一張關於網信普惠將

良性退出的截圖四處流傳，截圖消息
稱「經過集團領導討論，共同決定網
信平台良性退出，會與相關部門一
起，確保平穩有序，盡最大努力保障
投資人利益。」不過據多家媒體報
道，網信集團此前曾提出過一個退出
方案，但首個退出方案未能讓監管方
滿意，已經遭到駁回。另據網信在微
信上的公告，承認逾期情況存在，並
表示針對部分業務制定延期提款、平
穩壓縮規模等策略，同時亦在積極準
備相關備案事宜。

待兌付本息逾60億
公開資料顯示，網信普惠是網信

集團在2017年初對旗下網信理財業
務拆分後，剝離出來的P2P業務，

截至5月31日，網信普惠累計成交
金額達1,643.27億元，待兌付本息
為62.5億元，其包括借貸餘額59.02
億元及利息餘額3.48億元，當前出
借人數為15.09萬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月24日，網信
控股宣佈與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HUNT完成業務合併。據此前雙方
協議來看，對網信控股的估值達20
億美元（約138億元人民幣），該
估值使網信無疑可進入互金中概股
第一梯隊。
就在網信控股發佈公告後兩天，

上市主體股價暴漲10倍，截至3月
26日總市值達193.8億美元(約1,332
億元人民幣)，之後為停牌狀態。
此外，網信在其他金融領域也多

有涉足，通過入股、控股等方式已
獲得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
金、支付等在內的多張牌照，可算
是內地金融界的龐然大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劉俊海 蘭州報道）第
25屆中國蘭州投資貿易洽談會開幕式暨絲綢之路合作發
展高端論壇4日在蘭州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出
席活動並宣佈開幕。他表示，隨着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和
「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實施，蘭洽會的舉辦更加注重
開發開放，更加注重轉型轉移，更加注重與海外、港澳
台、兄弟省區市的交流合作。

蘭洽會突出綠色生態產業
他說，本屆蘭洽會抓住時代重點，結合中國的堅定信

念和世界潮流，為新一輪的高質量開放和國際合作展示
新機遇，開拓新空間，提供新動力。其中，國家層面支
持力度更大，突出綠色生態產業招商，知名企業投資熱
度不斷提升。
開幕前，梁振英，甘肅省委書記林鐸，甘肅省省長唐

仁健等參觀展館。當天還舉行隴港企業家合作交流懇談
會，唐仁健在會上歡迎梁振英率香港代表團參加蘭洽
會，深入了解甘肅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情況，希
望隴港合作與交流不斷深化。
梁振英說，香港GDP的90%都是服務業，幾乎沒有
第一產和第二產業，而甘肅兩者佔比50%以上，通過香
港的加入，可以使甘肅相關市場更大。香港物流貨運發
達，甘肅農產品等如何通過高端物流出口，在這方面香
港有豐富經驗，雙方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和潛力。

中藥材合作應「有所作為」
而昨日，香港企業家代表團與甘肅代表團就隴港企業

家合作交流推動中醫藥發展進行座談。甘肅省副省長何
偉希望雙方全方位對接，促進隴港中醫藥深度合作，推
動甘肅中藥材產業國際化發展。梁振英稱，推動甘肅中
藥材產業發展，「香港有所作為」，建議甘肅積極對接
香港大學等資源，做好中藥材檢測、驗證及產品研發等
方面的工作，通過香港做更多的海外推廣，共建全球市
場認可的中藥質量標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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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國水務（0855）執行董事李
中昨日表示，公司受惠國家注重環境保護的大方向。為維持業務
穩定增長，期望每年可收購4個至8個供水項目，目前在談項目
約有20個至30個。至於公司2月宣佈與東麗、歐力士中國及銀
龍成立合營公司經營直飲水業務，業務或可在3年後進入成長
期，增加公司收入。
中國水務4月初公佈斥12億元收購康達環保（6136）29.52%

權益，作價溢價逾60%。李中表示，公司視此收購為產業投資而
非財務投資，因公司主營供水業務，康達環保則從事污水業務多
年，相信收購可完善公司的產業鏈，且兩間公司可在「供排一體
化」業務發展方面產生協同效應，增加公司的潛在收益。

非核心資產套9.8億
執行董事劉玉杰指，公司上年度出售非核心資產已套現9.8億
元，未來數年會繼續進行有關行動，所得資金將用於發展核心供
水及環保業務。

中國水務洽購項目
每年目標擬8個穆迪料中國增速溫和放緩

P2P平台網信陷逾期危機

上交所於官方微博發佈，到7月4
日已受理141家公司提交的上市

申請，向118家公司發出首輪問詢
函，科創板股票上市委員會已審議通
過31家公司的發行上市申請，已有
25家公司獲得證監會同意註冊的批
覆，將為科創板首批掛牌上市公司。
目前，涉及上市交易的相關業務系

統均已上線並平穩運行，首批公司上
市前還將對交易系統進行壓力測試和
業務通關測試，科創板投資者適當性
管理和教育有效推進。

科創板19股下周啟網購
近日科創板多隻宣佈招股，將呈上
「打新盛宴」。據統計，下周將有19
隻股票進行網上申購，僅周三即有9
家公司登場。不過，也有機構已經棄
購科創板中籤新股。據天准科技科創

板IPO網下初步配售結果及網上中籤
結果公告顯示，銀河證券成為唯一未
參與網下申購的配售對象。銀河證券
自營賬戶報價為每股25.90元（人民
幣，下同），被列入有效報價，其申
購數量為640萬股。
這也是科創板IPO企業首次出現網

下投資者報價後棄購的情況。業內
稱，銀河證券可能將因此被列入限制
名單6個月。銀河證券回應指公司對
科創板工作及科創板新股發行申購工
作高度重視，放棄申購天准科技的具
體原因正在進一步核實中。

新城連續兩日跌停
至於滬深A股昨日整體走勢「循規

蹈矩」，截至收市，上證綜指報
3,011點，漲5點或0.19%；深圳成指
報9,443點，漲74點或0.8%；創業板

指報1,547點，漲15點或0.98%。兩
市總成交僅 3,743 億元。豬肉概念
股、全息技術股及次新股等升幅超過
2%。近期持續上攻的船舶製造股獲
利回吐，下挫逾2%，領跌兩市。新
城控股連續2日一字跌停，股價收報
34.58元。

A股下半年首周開紅盤
下半年首周，三大股指周線均成功

「開門紅」，滬指累升1.08%，更坐
穩3,000點關口；深指及創業板指累
升2.89%及2.4%。
對於中長期行情，山西證券提醒投

資者應關注三大因素是否出現邊際改
善：一是有增量資金入場，二是經濟
基本面企穩，三是金融風險逐步出
清。此外，亦需留意貨幣政策邊際寬
鬆是否能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證券交易所昨晚表示，科創板首批公司上市條

件基本具備，將於7月22日舉行科創板首批公司上市儀式。按證監會批覆進度，到時將有25

家公司掛牌。上交所指出，目前科創板規則體系基本具備，擬上市公司受理審核穩步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康得新（002450.SZ）因通過虛構
採購、生產等研發費用等方式虛
增營業成本和研發費用、銷售費
用等方式虛增利潤119億元(人民
幣，下同) ，面臨中國證監會「頂
格處罰」。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
人常德鵬最新指出，該案金額巨
大，手段極其惡劣，違法情節特
別嚴重，擬對康得新及其相關責
任人員頂格處罰和終生市場禁入
措施。

負責人或終生「停賽」
常德鵬指出，證監會已經向涉
案當事人送達行政處罰及市場禁
入的事先告知書。下一步證監會
將充分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意

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
繩，依法進行處罰。對涉嫌犯罪
的，嚴格按照有關規定，移送司
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虛增利潤119億人幣
事件源於1月，康得新因無力按

期兌付10億元短期融資券本息，
業績真實性存疑，引起市場的廣
泛關注和高度質疑。證監會對康
得新涉嫌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立案
調查，經查康德新涉嫌在2015年
至2018年期間，通過虛構銷售業
務等方式，虛增業務收入，並通
過虛構採購生產研發費用，產品
運輸費用等方式，虛增營業成
本、研發費用和銷售費用。通過
上述方式，康得新虛增利潤總額

119億元。
此外，康得新還涉嫌未在相關

年度報告中披露控股股東非經營
性佔用資金的關聯交易和為控股
股東提供擔保，以及未如實披露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等違法行為。
上述行為導致康得新披露的相關
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和重大遺
漏。
常德鵬強調，證監會重申，上

市公司及大股東必須講真話、做
真賬、及時講話，牢牢守住四條
底線，不披露虛假信息，不從事
內幕交易，不操縱股票價格，不
損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下一步，
證監會將一如既往地對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違法行為依法嚴懲，淨
化市場生態。

康得新遭中證監頂格處罰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甘肅省委書記林鐸及甘肅省省長唐仁
健與參會客商參觀展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凱 攝

■上交所已受理141家公司提交的科創板上市申請，科創板股票上市委員會已審議通過31家公司的發行上市申
請。 資料圖片

■中國證監會指出，康得新案涉及金額巨
大，手段極其惡劣，違法情節特別嚴重。

資料圖片

■成交規模逾1,600億元人民幣的網貸平台網信普惠被曝即將清盤，引發
市場恐慌。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晨 上
海報道）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最新評
級報告稱，維持中國長期發行人
「A1」評級，並維持中國高級無抵
押債務，及外幣高級無抵押儲架發
行「A1」評級，上述評級展望仍為
「穩定」。穆迪副總裁兼高級信用
評級主任Martin Petch表示，當前
中國經濟的政策重心已轉向「提高
經濟增長的質量」，包括實現環境
和社會雙重目標，而對經濟增長率
的重視度已有所下降，預計今明兩
年中國GDP同比增速或溫和放緩至
6.2%和6%。

續A1評級 有力穩定金融
「中國經濟體系槓桿率雖可能繼

續提升，但中國政府擁有控制槓桿
率提升的財政及政策工具，足以維
持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這是我們
維持中國A1評級的主要考量。」
Martin Petch坦言，「穩定」展望反
映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相對A1評
級而言仍處較均衡水平，儘管某些
地方銀行或國企的財務困境個案，
或續考驗中央與地方政府防控風險
蔓延的能力，但龐大的財政及外
儲，乃至政府對經濟及金融體系的
部分掌控，將使金融穩定措施更行
之有效。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

認為，穆迪對中國的評級態度，表
明國際機構對中國經濟前景依然看
好，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和需求預期

下滑背景下，逆周期調節政策，將
令中國經濟延續穩健運行的格局。
穆迪相信，中國宏觀政策重心將

繼續在「去槓桿」和「舉債刺激增
長」間變化，「去槓桿的方向」和
「舉債實體的償債能力」仍是中國主
權信用質量的一大主要驅動因素。

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持續
中美貿易問題方面，穆迪指出，

中美間的貿易緊張局勢，進一步加
大中國政府平衡經濟增長和去槓桿
目標的複雜性，預計上述局勢還將
持續，且緊張程度會有所反覆。
Martin Petch預計，今明兩年中

國GDP增速或分別放緩至6.2%和
6.0%，部分原因是中國輸美商品關

稅的提高，以及投資、消費受到第
二輪負面影響。他提醒說，中美貿
易摩擦可能會延緩中國向高科技、
高附加值和高生產力行業發展的長
期舉措。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

光認同穆迪觀點，指中美僅是重啟
雙邊經貿談判，此前加徵的關稅亦
未取消，未來談判過程仍會曲折。
中長期看，不排除中美經貿爭端捲
土衝來、繼續升級的可能性。但他
同時指出，中國廣闊的市場，對外
資有着其他市場無可比擬的優勢及
吸引力，未來中美經貿談判若能更
進一步，中國亦可在更廣泛領域加
大開放，這有助於分歧的化解，並
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