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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連續吃進三個跌停後，新城控股A
股昨日打開跌停，日內成交高逾80億元
（人民幣，下同），最終收跌8.9%。滬
深大市則擺脫「黑色星期一」的陰霾，
暫時震盪回穩，滬綜指收市下挫
0.17%，深成指、創業板指均小幅收漲。
就近期市場上有關公司「涉嫌信披違

規、內幕交易」、「股權質押爆倉」等
質疑，8日晚新城控股連發七條公告。據
其稱，公司在收到正式法律文書確認前
董事長王振華涉案事宜後，及時履行了
有關信息披露義務；又指公司及內幕信
息知情人，均不存在內幕信息提前洩露
及違規交易(包括集合競價及大宗交易)的
情況。
論及股權質押風險，新城控股解釋，

公司實控人通過富域發展和常州德潤控
制公司 67.17%股權，兩者合計質押
34.18%公司股份，該等質押股份的補倉
線整體看較前一交易日收盤價具有較大
安全邊際，出現違約處置的可能性較
低，暫不存在股票質押違約處置及實控
人變更風險。

新城四日累跌逾三成
新城控股早市低開 9.67%，打開跌

停，盤中大幅波動，跌幅一度收窄至
4%，但亦數次觸及跌停，最終收跌
8.9%，股價報28.35元，全日換手率達
13%。自醜聞被曝光後，新城控股四日
內股價跌去了34%。
A股大市呈縮量震盪，早市滬指低開

低走，午後行情回暖。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2,928點，跌5點或0.17%；深成指
報9,198點，漲12點或0.14%；創業板指
報1,517點，漲11點或0.74%。兩市僅成
交3,517億元。
A股在6月行情回暖。券商中國統計，

截至8日晚有31家上市券商披露6月月
報：營收方面，僅4家環比下降，其餘
27家環比上漲；24家券商環比利潤上
升。券商板塊昨升近1%。

科創板IPO首現撤單
另外，上交所周一晚公告稱，同意北

京木瓜移動科技及其保薦人提出的撤回
發行上市申請，並依法決定終止其科創
板發行上市審核，木瓜移動成為科創板
中首個在發行上市審核中撤單的企業。
上交所指，撤回發行上市申請，是申報

企業的自主判斷和正常行為。
據悉，在對木瓜移動的審核問詢中發

現其2018年向Facebook採購額佔全年採
購額的91.99%，相關收入亦主要依賴後
者渠道實現，而其採購佔Facebook亞洲
收入和廣告總收入的比重較低，相關合
同條款對其業務的可持續性亦存在不利
影響，公司未充分揭示上述情況對其持
續經營能力的不利影響。
其次，該公司此前在新三板掛牌披露

的主營業務包括遊戲業務，2016年度遊
戲業務毛利佔比仍逾30%，但未在招股
書中明確披露。
另外，該公司2018年向Facebook的採
購金額佔Facebook亞洲收入的21%，與
Facebook在納斯達克交易所公開披露數
據測算的結果不一致。

周小川談全球化貨幣 倡未雨綢繆
人行官員：Facebook加密貨幣Libra應納入各國央行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發佈的6月樓市報告顯
示，6月份深圳市新盤成交跌23.9%，成交均
價54,267元（人民幣，下同）/平米，環比下
跌0.9%；全市二手住宅備案5,798套，環比下
降21.3%。
該報告指出，由於5月份發展商加速網簽，

透支部分網簽量，6月新盤網簽量下降，全市
共成交3,506套一手住宅，環比下降23.9%，
同比上升29.6%；總成交面積約33.73萬平
米。由於成交結構的差異性，6月全市一手住
宅的成交均價為54,267元/平米，環比下跌
0.9%，同比上漲0.3%。6月深圳一、二手住宅
成交量合計9,304套，環比下降22.3%，同比
上升5.6%。

本月網簽量料回升
至於新項目方面，6月全市有11個新盤項目

獲得預售許可證，共獲批6,480套及58.52萬
平米，獲批套數較5月上升0.6%。其中有9個
預售項目含住宅產品，共獲批4,802套及47.33
萬平米，住宅獲批套數較5月上升27.4%。
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預計，7月份深圳市

將有17個項目開盤或加推，新盤網簽量將上
升，成交均價維持高位盤整；預計二手住宅備
案量將下降，房價維持平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人
民銀行早前接管包商銀行事件引起
業界廣泛關注，惠譽評級高級董事
兼大中華區銀行評級主管胡月明昨
於記者會上表示，包商銀行事件凸
顯內地小型銀行普遍存在弱點，內
地仍需加強改善這類銀行的治理情
況，並降低對體系的傳染風險。她
預料，在經濟面臨諸多挑戰之下，
下半年內銀的淨息差壓力增大，盈
利將受壓。
胡月明認為，內地城商行和農村

銀行在過去十年成長迅速，但存潛
在的傳染風險，對體系穩定性的影

響也與日俱增。在信貸條件趨緊的
情況下，近期營運缺陷事件和治理
問題逐漸增多。她相信，公開承認
與解決包商銀行事件，是邁向提高
透明度與資訊披露的一步。

盈利能力持續受壓
人行上半年多次放水以提振經

濟，胡月明指出，與此同時內地銀
行拆息居高不下，將持續壓減淨息
差水平，加上不良貸款採取更嚴格
的分類，行業盈利能力持續受壓，
這對資金成本較高的中小型銀行影
響將更大。但若干預銀行貸款與定

價決策，可能會令銀行中長期獲利
壓力增加，她預計目前趨勢能支持
銀行的風險加權資產以單位數增
長，採取積極信貸刺激措施的空間
有限。
非銀行金融機構評級董事陳冠如

續指，影子銀行在第一季度持續萎
縮，預計今年影子銀行佔內地名義
GDP的比例將從2018年的55%繼續
縮減至50%以下。政府已採取各類
監管行動以控制影子銀行的活動，
這也將導致短期內的融資難問題，
但長期而言將利於金融市場的穩定
性和流動性。

A股縮量回穩 新城控股跌幅收窄

■滬深兩市成交額昨僅3,517億元人民幣。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隨着博信股份(600083.SH)董事長、
承興國際(2662.HK)實控人羅靜被拘，一
系列金融「連環爆」正不斷上演發酵。
前晚，爆雷傳導至內地最大資管公司之
一的諾亞財富，其美股開盤後大跳水。
因諾亞旗下有一款私募基金為承興國際
相關方提供供應鏈融資，昨日，諾亞表
示相關方為京東供應商，同日京東否認
與此有關。目前，諾亞產品投資標的仍
謎團重重，業內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分析稱，該私募基金標的去向成為關
鍵，但投資者遭受損失已不可避免。
諾亞旗下上海歌斐資產管理發行的產

品「創世核心企業系列私募基金」，為
承興國際控股相關公司提供供應鏈融
資，總金額為 34 億元（人民幣，下
同）。諾亞公佈發佈之後股價跌
20.43%，市值損失約5億美元。另據基
金管理人歌斐方面公告來看，預期該私
募基金投資期屆滿時暫時無法進行分
配，因此依據基金合同約定對基金份額
的投資期到期日延期。
諾亞的暴跌無疑是因為踩雷承興國

際，羅靜近期因涉嫌欺詐活動被刑事拘
留，承興周一大跌 80%，昨日再跌
27%，股價僅0.66港元。從公開資料來
看，諾亞財富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累

計財富配置規模6,362億元，為超過27
萬名高淨值人士提供綜合服務，係內地
財富管理行業內耳熟能詳的頭部品牌，
但在這宗「連環爆」案件下，亦不能倖免。

京東否認涉及事件
目前有關諾亞的產品到底投向何方成

為市場關注焦點。據諾亞財富表示，該
私募基金主要是向承興國際相關方就其
與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限公司之間的應
收賬款債權提供供應鏈融資，並稱「承
興國際相關方為京東供應商，雙方存在
大量長期交易，歌斐已經就這個供應鏈
融資對承興和京東提起司法訴訟。」

京東昨對此予以否認，同時認為這是
承興偽造的業務合同對外詐騙，並配合
受害公司進行了報案。從東京方面情況
介紹來看，在京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承興涉嫌偽造與京東等公司的合同。
有金融律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此件撲朔迷離的事情中，投資標的成為
關鍵，到底該基金是否有真實標的關係
着投資者利益。不過從當前情況下，情
況不容樂觀，無論是私募基金無法清盤
導致投資者無法贖回，還是從資管打破
剛性兌付規則來看，投資者損失在所難
免。該律師還認為，投資上述公司股票
的股民亦有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野村中國首
席經濟學家陸挺昨於簡佈會上指出，料美國將
在本月宣佈減息，全年有望減息兩次，相信人
行會跟隨聯儲局的減息步伐。雖然外界普遍相
信G20峰會令中美貿易戰氣氛緩和，但他認為
美國仍然有可能在年底對剩下價值3,000億美
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未來中國經濟將
持續受壓，人民幣匯率在年底前有五成以上的
機率「破7」。
陸挺分析，中國二季度總體經濟持續惡化，

使得3月的經濟復甦如同曇花一現，下半年還
將面臨中美貿易局勢、房市調控是否放鬆等不
確定性的問題。野村將2019年中國GDP增速
由6.0%微調至6.1%，下調2020年的增幅0.2
個百分點至5.8%。他相信，即便政策空間有
限，政府在下半年仍會加大刺激措施。人行會
降準以增加流動性，最大機會於今年第四季降
準0.1個百分點。

人幣年底前「破7」機率逾半
談及人民幣時，陸挺認為，G20峰會效應為
人民幣帶來短期正面利好，近階段人民幣匯率
或會達至6.8。但年底加徵關稅會令未來中國
經濟持續受壓，人民幣在年底前有五成以上的
機率「破7」。
對於包商銀行被人民銀行接管，他回應稱這

屬個別案例，地區性銀行的確存在資產質素相
對不高、地域集中等特點，這也是中國金融體
系必須承受的「短期陣痛」，相信政府能有效
改善類似的治理情況。

野村:
人行下半年減息降準

上月深圳新盤成交挫23.9%

周小川在外匯管理改革與發展研討
會上表示，當前全球強勢貨幣主

要是美元，在中東歐、中亞等地區都出
現較為明顯的美元化趨勢。在強勢貨幣
的影響下，弱勢貨幣國家的資本可能會
流向強勢貨幣地區，尋找安全港。未來
可能出現更加全球化的強勢貨幣，在全
球流通和使用。Libra被重視跟全球的美
元化趨勢是分不開的，能不能成功仍然
要打一個問號，但它提出的企圖盯住一
籃子貨幣的想法，代表了未來可能出現
一種全球化貨幣的趨勢。

提前做研究 有利人民幣
由最近幾年趨勢而言，相信會有不少
機構和人員試圖建立一種更有利於全球

化的貨幣。周小川並認為Libra在過去
加密貨幣的基礎上至少做出了兩方面的
改進：包括吸收了以往加密貨幣急於求
成的教訓，能避免幣值大幅波動和急於
投機賺錢的弊端；以及瞄準了跨境領域
的硬需求，尤其針對發展中國家來說，
現在跨境匯款仍然存在時間、成本方面
的障礙。雖然Libra在反洗錢、儲備資
產託管等方面仍存在問題需探討，但至
少提出了一個想法，並有機會對傳統業
務和支付系統造成衝擊。
至於人民幣應當如何應對這一未來趨

勢？周小川表示，中國有必要未雨綢
繆，提前做政策研究。其中，保持強勢
貨幣地位，或許可能讓在人民幣在此過
程中處於有利地位。

Libra具跨境流動性質
不少人行官員近日亦陸續開腔。人民

銀行支付司副司長穆長春撰文表示，Li-
bra創造的是跨境自由流動的可兌換數
字貨幣，長遠而言，如果人民幣不可兌
換，就會和其他弱勢貨幣一樣，必然受
到Libra侵蝕，而唯一有效的應對就是
盡快讓人民幣實現可兌換，才能抵禦住
Libra的侵蝕。考慮到這類數字貨幣的跨

境使用特點，如要防止出現壟斷，需各
國央行及國際組織的監管合作，甚至可
能會催生國際性的央行。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近日亦公開

演講表示，Libra等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
具如果得到廣泛使用，可能更多地發揮
貨幣職能，還可能進行貨幣創造（通過
Libra開展信貸），衝擊法定貨幣並降低
貨幣政策有效性。對於下一步應對Libra
的挑戰，無論是加快推出央行數字貨
幣，還是是否允許Libra在內地使用等
現實問題，仍在討論研究中。

全球化未來或存停滯
王信認為，未來一段時間，全球化存

在某種停滯或逆轉，各國採取更內部、

更封閉的政策，在貨幣這一最重要的金
融領域，涉及到國家主權的領域，能否
敞開胸懷迎接所謂國際的貨幣、一種超
主權的貨幣需要打很大的問號。但中國
應積極發聲，表明關切，在Libra、央行
數字貨幣等方面推動時有利於中國的國
際標準、規則制定。
Facebook在6月18日發佈了名為Libra

（天秤幣）的加密貨幣項目白皮書，
項目引入包括 Visa、 萬事達卡、
Uber、eBay 等 28 家不同領域巨頭參
與，並且Libra錨定一籃子貨幣以維持
價值穩定，再加上Facebook作為在全
球擁有超26億活躍用戶的社交平台，
該設想一經發佈便引發全球廣泛關
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馬翠媚）臉書（Facebook）擬明年推

出加密貨幣Libra，惹環球金融市場關注，中國央行系統官員近日就

Libra頻繁發聲。人民銀行前行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昨表

示，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加國際化及強勢的貨幣，並導致主要貨幣與

其產生兌換關係。對於人民幣該如何應對未來全球化貨幣趨勢，他

認為內地有關機構宜未雨綢繆提前做好政策研究。

■周小川昨預言，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加國際化及強勢的貨幣，認為中國有關機構宜
未雨綢繆做好政策研究。 資料圖片

諾亞財富捲入承興風波涉34億

■Facebook計劃明年發佈新加密貨幣
Libra。 資料圖片

■陸挺相信人行會跟隨聯儲局減息步伐。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

惠譽籲關注小型內銀治理問題

■胡月明（左）指出接管包商銀行事件是內地邁向提
高透明度與資訊披露的一步。 記者周曉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