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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季中資境外銀團貸款創新高

申請新酒牌啟事
西貢街頭

「現特通告：李寶忠其地址為九龍觀塘

秀茂坪安泰邨德泰樓113室，現向酒牌局

申領位於香港灣仔灣仔道188號廣生行大

廈CD座地下C鋪西貢街頭的新酒牌。凡

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

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 滬深A股昨再度低開低走，三
大指數收市齊跌，惟有科創板呈「蹺
蹺板」效應，反倒逆市走強，微芯生
物、山石網科等個股勁升近兩成。截
至收市，滬綜指報2,941點，跌12點，
或0.43%；深成指報9,567點，跌74點
或0.77%；創業板指報1,650點，跌16
點或0.99%。兩市共成交3,683億元(人
民幣，下同)。

OLED股發力 華興源創飆6%
昨日華為正式發佈首款5G摺疊屏智

能手機Mate X，OLED板塊頗為活
躍，午後急漲，其中華興源創漲6%，
沃爾德、丹邦科技漲5%，香山股份、
安集科技升4%，京東方A、星星科
技、長信科技漲超2%。
雞肉概念、珠寶首飾、次新股等行

業、概念板塊整體漲超1%，海洋經
濟、數字貨幣、農牧飼漁、裝修裝
飾、全息技術、園林工程等也小幅上
行。單抗概念、精準醫療、電信運
營、生物疫苗、智能電視等板塊領跌
兩市。

科創板強勢 微芯生物漲20%
雖然大市萎靡不振，科創板卻十分

強勁，諸多個股大幅飆漲。微芯生物
漲20%，山石網科升16%，晶晨股份
漲 11%，光峰科技、鉑力特漲超
10%。
近期天風證券等多隻解禁股大跌，

引發了市場對於大小非減持的擔憂。
相同統計顯示，年內重要股東已累計
淨減持約2,000億元，涉及公司1,532
家。昨日市場傳聞稱，中證監有意對
減持規則進行修訂，並已形成相關方
案。
因本周新股申購迎來高峰，曾引發

投資者對「抽血」壓力的擔憂。此前
已有業內人士預計，募資體量最大的
浙商銀行新股申購可能會被延期。

浙商行路演申購延期至下月
昨日浙商銀行果然公告稱，原定於

24日進行的網上、網下申購將推遲至
11月14日；並推遲刊登《浙商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發行公
告》，原定於10月23日舉行的網上路
演推遲至11月13日。浙商銀行IPO招
股說明書顯示，擬發行不超過25.5億
股普通股，發行價為每股4.94元，預
計募集資金總額125.97億元。

年內，最大借款人包括騰訊控股和阿
里巴巴。待發行交易亦保持強勁，

螞蟻金服、小米和時代中國控股都在排
隊等候獲取資金。渣打銀行亞太地區銀
團貸款和分銷主管 Amit Lakhwani 表
示，民營企業併購活動增多促成了銀團
貸款規模的上升。隨着開發商積極籌措
資金，以及金融保薦和資產管理機構積
極收購房地產，房地產領域的貸款也很
強勁。

騰訊阿里暫為最大借款人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董事總經理兼亞太
區債務發行和諮詢部門負責人Chris-
tophe Cretot認為，首次借款人預計會使
今年貸款規模上升的勢頭變得更加強
勁。在中國內地，首次成功發起銀團貸
款的民營企業增多了，這自然也會創造
更多企業貸款需求。首次在銀團貸款市

場籌得資金的中國內地公司包括字節跳
動和美的置業。

西王集團4.5億發債計劃取消
雖然民企境外融資不斷擴張，仍有不

少嚴重依賴發債融資的民企，在資金鏈
斷裂時，難以走出困境。彭博報道
稱，山東綜合型企業西王集團已宣佈取
消本周最多4.5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債券發行計劃，投資者流露出擔憂，
沒有新融資渠道，資金鏈就可能斷裂。
位於山東省濱州市的西王集團業務領

域涉及糖業、藥業、鋼鐵、房地產等多
條產業鏈。彭博數據顯示，公司存續債
券規模100.4億元，其中未來一年的到期
量約34.9億元。另據公司半年報提供的
數據，截至6月末的借款總額達212.89
億元；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僅11
億元。

私募基金上海懋良投資合夥人沈忱表
示，西王債務規模非常大，嚴重依賴債
券市場公開發行再融資，如果借新還舊
遇到困難，沒有新融資渠道，資金鏈就
可能斷裂。
他還透露，之前幾期都有投西王的債

券，最近兩期就不再參與。雖二級殖利
率很高，但仍然沒有充分反映企業的困
境。

缺新融資渠道或斷資金鏈
此外，評級公司也已經發出過預警。

東方金誠上月底將西王集團AA+的主體
評級和相關債券A-1的信用等級列入評
級觀察名單，並在報告中指出發行人10
月至12月存在一定的債券集中兌付壓
力，且下半年盈利情況能否改善亦存不
確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 深圳市土地房產交易中心昨日發佈公
告，集體掛牌出讓六塊住宅宗地，其中三處
位於坪山，龍華、光明和大鵬各一塊，將在
11月22日集體出讓。為了降低購買成本，
此次出讓6宗宅地均限定了普通商品住房或
人才房的入市最高均價，並且要求限定可售
人才住房銷售時不得強制搭售其他服務、產
品，不得綑綁精裝修等條件。

採「雙限雙競」辦法掛牌出讓
在此次出讓的6宗宅地公告中，坪山宅地
G11340-8034宗地普通商品住房，入市最高
均價為每平方米38,750元(人民幣，下同)；
該區G11325-8023宗地普通商品住房入市最
高均價為35,700/平方米。龍華民治宅地入
市價最高，其A816-0068宗地普通商品住房
入市最高均價高達71,400/平方米。根據出
讓規定，人才住房銷售均價不高於20,520
元/平方米，最高銷售單價不高於23,598

元/平方米。
此次集體出讓的宅地，採取「雙限雙

競」的辦法以掛牌方式出讓，即限地價、限
人才住房銷售均價和最高銷售單價，競地
價、競無償移交政府的只租不售的人才住房
面積。
另外，在競價過程中，競買人最高報價
未超過最高限制地價時，按價高者得的原則
確定競得人和成交價。但是，當競買人報價
達到最高限制地價時，有意繼續競買的競買
人由競地價轉為競無償移交的只租不售人才
住房面積，總建築面積不變，按報出無償移
交的只租不售人才住房面積最多者得的原則
確定競得人。

惠州四商住地掛牌 77億起價
毗鄰深圳的惠州市也準備賣地。惠州市

公共資源交易中心陸續掛牌四宗商住地，總
用地面積37萬平方米，總起價77.19億元，
將於11月22日、25日出讓。

香港文匯報訊 目前歐元息率低，借
貸成本不高，有消息指，財政部正計劃
藉歐元借款成本處於超低時期發行以歐
元計價的債券，若消息屬實，將是2004
年以來中國首次發行歐元債券。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財政部計
劃發行以美元和歐元計價的債券。財政
部暫未回覆彭博尋求評論的傳真。彭博
數據顯示，中國上次發行歐元債是在
2004年。
據一項彭博巴克萊指數，目前投資級歐

元債平均殖利率低於0.5%，距離8月末時
0.23%的紀錄低位並不遠。中國兩年前回
歸了美元債市場，之前曾闊別這一市場大
約13年，去年10月曾發行過美元債。

華為境內公募債利率3.48%
另外據路透社緩引業內人士透露，中

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母公司華為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在銀行間債市簿記建檔發
行的三年期30億元(人民幣，下同)中期
票據，票面利率確定為 3.48%，邊際

35.5倍，全場3.08倍。這是華為首次在
中國境內發行公募債券。資料顯示，華
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長期主體信用等級
為AAA，債項評級亦為AAA，評級展望
為穩定，擔保情況為無擔保。本期中票
簿記建檔日為10月22日至23日，繳款
日和起息日同為10月24日，10月25日
起 上 市 。 此 前 申 購 區 間 為
3.30%至3.90%。
此前刊登在上海清算所網站的公告顯示，

華為中票註冊金額達200億元，本次發行
的為2019年第一期，募集資金將用於補充
公司本部及下屬子公司營運資金。主承銷
商及簿記管理人均為工商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雖然國際貿易形勢不

佳，中資公司境外銀團貸款

規模仍創新高紀錄。據彭博

匯總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

度，中國內地公司在境外市

場獲得的銀團貸款規模高達

610億美元（合約4,758億

港元），其中民營企業佔比

上升至60%，高於去年同期

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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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財政部擬發歐元債 十五年首次
深下月出讓6宅地 最高均價設限

■昨日大市萎靡不振，科創板仍表現強
勁，多隻個股大幅飆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為實現融資擔保機構和融
資擔保業務監管全覆蓋，銀保監會會同發展
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住房和
城鄉建設部、農業農村部、商務部、人民銀
行、市場監管總局等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
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聯合印發了《關於印
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的通知》
（簡稱《補充規定》）。

明年中前須申辦業務許可證
根據《補充規定》，住房置業擔保公

司（中心）應當納入融資擔保監管。住
房置業擔保公司（中心），須於2020年6
月前向監督管理部門申領融資擔保業務
經營許可證，經營範圍以監督管理部

門批准文件為準，並接受監督管理部門
的監管，嚴格執行《條例》及配套制度
的監管要求。
另外，開展債券發行保證、擔保業務的

信用增進公司，由債券市場管理部門統籌管
理，同時應當按規定向屬地監督管理部門申
領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證，並接受其對相
關業務的監管。

汽車貸款擔保須設公司經營
汽車經銷商、汽車銷售服務商等機構如

要開展經營汽車消費貸款擔保業務的，須按
規定設立融資擔保公司經營相關業務。為各
類放貸機構提供客戶推介、信用評估等服務
的機構，也應按規定設立融資擔保公司。

九部委發文 住房置業擔保企納監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