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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王

珈琳 北京報道)中國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昨日召開品
牌形象發佈會，對外公佈集團新版品牌標誌：黃色
代表快樂心情，橙色代表溫暖感受，紅色代表熱情
服務，藍色代表舒適度體驗，綠色代表健康產品。

全 新 標 誌

中國外匯儲備增127億美元

豫企進博會現場簽約38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在第二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舉行的第二天，內地第五大經濟區域
河南省向全球參展商詮釋「新中原實力」。河南省交易
團周三在滬舉行「採購需求發佈暨現場簽約會」，河南
省企業與境外客商達成106個貿易合作合同，合同金額
達379.9億元（人民幣，下同）。河南省商務廳廳長、
河南交易團副團長張延明指出，河南把進博會作為促進
中原產業轉型提質、消費上檔升級、外貿均衡發展的重
要機遇，將進一步加大對先進技術設備、重要零部件、
能源原材料以及優質消費品進口。據其透露，近8,000
家豫企此刻正在進博會場館上選品採購。

近8千企業選品採購
來自英國、德國、美國、巴西、俄羅斯、澳洲、日

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馬達加斯加等32個國家和地
區的3家世界500強和40多家行業知名企業高管，以

及河南省內有關企業高管共270餘人齊
聚 簽 約 發 佈

會。河南省企業與境外客商今次達成106個貿易合作合
同，進口商品主要有礦產品、食品、原油、光伏產品、
塑料及其製品、醫療器械、食品加工機械、紡織品等，
料將對河南省推動產業轉型、消費升級和外貿均衡發
展，更好融入全球市場、進一步提高開放水平起到積極
促進作用。

張延明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河南省順應時代潮流，堅持把對外開放作為帶動全局的戰
略性舉措，主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以開放促改革、促
創新、促發展，開放型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
強，闖出了一條內陸地區開放發展的新路子。
「在對外貿易跨越發展的同時，河南依托鄭州航空口
岸、鄭州鐵路東站貨運口岸、洛陽航空口岸3個一類口
岸和水果、澳洲活牛、

冰鮮水產品等9個功能性口岸，打通了『空中絲綢之
路』，連通了『陸上絲綢之路』，拓展了『網上絲綢之
路』，對接了『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四路協同並進
的開放格局，暢通了國際物流通道和貿易走廊。」張延
明說。

形成「四路」協同開放格局
張延明透露，本屆進博會，河南參會單位達到7,659

家，合作領域廣、採購品類多、進口需求大，河南將擴
大先進技術裝備，農產品、資源性產品，消費品等進
口，並積極發展服務貿易。
提及河南將擴大消費品進口，張延明說，河南是全

國第一人口大省，超過1億的人口本身就是一個巨大
的市場，去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首次超過2萬億
元。加之河南經濟腹地廣闊，以500公里為半徑，可
輻射周邊4億多人口的消費市場。隨着消費結構的
不斷升級，為擴大進口提供可預期
的新空間。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就草圖所作出的申述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6(1)條，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收到就附表載列的圖則所作出的申述。按照條例第
6(4)條，有關申述現於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衆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6A(1)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述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
須示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述。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
遞、郵遞（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頁(http://
www.info.gov.hk/tpb/)送交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經修訂的關於「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及公布申述、對申述的
意見及進一步申述」的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29B，於2018年11月公布並於
2019年生效。任何打算作出意見的人士宜詳閱該城規會規劃指引，而提交
的意見亦應符合規劃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提意見人如沒有根據規劃
指引編號29B提供全名及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
則有關意見會視為不曾作出。城規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提意見人提供身
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及(ii)，以及委員會的
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索取，亦可從委員會
的網頁(http://www.info.gov.hk/tpb/)下載。
	 按照條例第6A(4)條，任何根據第6A(1)條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于
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衆查閱，直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第9條就有關的草圖作出決定為止。
	 有關草圖的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23樓測繪處
港島地圖銷售處及九龍彌敦道382號地下測繪處九龍地圖銷售處發售。該
圖的電子版可於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提意見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意見，包括在公布意見供公衆查閱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衆查閱；以及
(c)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圖則
所收到申述
的數目

就申述提出意見
的期限

西營盤及上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H3/33

57 2019年11月29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19年11月8日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王
春英表示，10月受全球貿易局勢、主要

國家央行貨幣政策、英國退歐前景等因素影
響，美元指數下跌，主要國家債券價格回
落。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
用，外匯儲備規模上升。

外管局：外匯供求基本平衡
王春英還指，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主要指標
符合預期，結構調整穩步推進，跨境資金流
動保持穩定，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外匯
儲備規模穩中有升。
10月以來美元指數大幅下跌2.1%，加之
中美談判釋放積極信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連續三周走高，當月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
超過1.5%。此外，美債、歐債收益率較上月
繼續上升，債券價格下跌。美國10年期國債
收益率按月上漲1.2%，德國10年期國債收

益率按月上漲約30%。
在跨境資金流動看，證券投資項下跨境資

金繼續淨流入，規模較上月略有收縮。10
月，A股市場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入320.5億元
人民幣，境外機構投資者在銀行間債券市場
淨買入503億元人民幣。

業界料央行淡出直接干預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中

美貿易摩擦一年多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隨
着談判曲折而波動，8月以來人民幣先貶後
升，波動幅度超過2,000點。而中國月度外
匯儲備一直波動不大，顯示央行已淡出直接
干預外匯市場。在此情況下，只有不出現跨
境資金大進大出的現象，外匯儲備都有望呈
現總體穩定、小幅波動的趨勢。
國家外匯管理局則指出，展望未來，經濟

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改革開放力度

持續加大，內生發展動力不斷增強，有能力
抵禦各種風險挑戰，為外匯儲備規模總體穩
定提供堅實基礎。

人幣穩「7」以下難度較大
至於人民幣匯率，自5日人民幣兌美元升

破7之後，昨日下午受中國商務部官員中美
談判將分階段取消關稅消息的推動，境內外
人民幣匯率雙雙大漲，在岸人民幣連漲8
日，創近4年來最長連漲記錄。專家預計，
短期貿易磋商積極推進，市場對人民幣資產
持樂觀情緒，支持人民幣匯率穩步上漲，有
助於跨境資金流動繼續保持平穩。但是，雖
然短期貿易談判吹暖風，但從基本面看，並
沒有明顯改善，從外部環境看，貿易保護主
義及背後政治博弈並不會短時風平浪靜，這
意味着人民幣兌美元要穩定在「7」以下仍
有較大難度。

經貿摩擦緩和 人民幣保強勢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在港
成功發行兩期人民幣央行票據，其中
3個月期央行票據200億元人民幣，1
年期央行票據100億元，中標利率均
為2.90%。

中標利率2.9%
此次發行受到市場歡迎，全場投標

總量超過640億元，是發行量的2.1
倍，認購主體包括商業銀行、中央銀
行、國際金融組織及基金等各類離岸
市場投資者，覆蓋歐美、亞洲等多個
國家和地區。

此次發行正值香港人民幣央行票據
發行一周年。2018年11月以來，中國
人民銀行先後在香港發行 13 期、
1,60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期限品種
日益豐富，並逐步建立在香港發行央
行票據的常態機制。
發行香港人民幣央行票據有利於豐富

香港市場高信用等級人民幣投資產品系
列和人民幣流動性管理工具，滿足離岸
市場投資者需求，完善離岸人民幣收益
率曲線，帶動其他發行主體在離岸市場
發行人民幣債券，促進離岸人民幣債券
市場發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人行300億央票
在港成功發行

馬雲蟬聯福布斯中國首富

■河南省交易團在滬舉行「採購需求發佈暨現場簽約會」。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今

年10月，人民幣受中美有望達成貿易階段性

協議消息而提振升值逾1.5%，當月中國外匯

儲備規模小幅增加127億美元，至31,052億

美元，略高於市場預期。此外，黃金儲備結

束十連增，保持在 6,264 萬安士，價值

946.51億美元。專家預計，外匯儲備有望繼

續保持穩定、小幅波動，人民幣匯率短期隨

中美經貿摩擦緩和有望保持強勢，但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要穩在「7」以下難度較大。

中國外匯儲備自貿易戰以來走勢

2018年10月
30,531億美元

最新
31,052億美元

2018年1月
31,615億美元

2017年8月
30,915億美元

■■業界認為業界認為，，中國月度外匯儲備中國月度外匯儲備
一直波動不大一直波動不大，，顯示央行已淡出顯示央行已淡出
直接干預外匯市場直接干預外匯市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MSCI將在今日公佈指數半年度調整結果，A
股將迎來提高納入比例的第三步，所有中國大
盤A股納入因子從15%增加至20%，並首次納
入中盤股（納入因子從0%提升到20%）。中
金公司估算，本次資金流入將明顯高於之前幾
次納入。昨日滬綜指接近平收，深成指與創業
板指小幅收漲。當中，區塊鏈股表現強勢。
中金估算，本次大盤股納入系數從15%提

高到20%，將帶來約200億美元資金流入，中
盤股納入系數從0%提高到20%，將帶來約
170億美元資金流入。
中金提到，從過去幾次MSCI提高納入比例
的經驗來看，指數調整生效日當天及前後，外
資大多數情況有明顯流入。上周北向資金日均

淨流入46億元(人民幣，下同)，創近兩個月周度
最高；外資買入最多股票有格力電器、美的集
團、五糧液、伊利、浦發銀行、東方雨虹、青
島海爾、貴州茅台、招商銀行及邁瑞醫療等。

創業板指微漲0.74%
兩市昨小幅低開，滬市表現較弱，數度在
平盤線下方掙扎，最後關頭方才收復失地。截
至收市，上證綜指報2,978點，漲0.11點；深
圳成指報9,917點，漲56點或0.57%；創業板
指報1,715點，漲12點，或0.74%。兩市共成
交3,989億元人民幣。
在進博會上，上海政企雙方共同簽署《上
海電子口岸區塊鏈聯盟倡議書》，區塊鏈板塊
表現強勢，天夏智慧、商贏環球等7股漲停。

滬指近平收 區塊鏈股強勢

香港文匯報訊 2019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昨日出
爐。排在首三位的仍是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騰訊
創始人馬化騰和恒大董事局主席許家印，身家分別
達到2,701億元（人民幣，下同）、2,545億元和
1,958億元。去年上榜的富豪超過80位今年「落
榜」，股價震盪和股權質押「爆雷」是導致他們身
家縮水的因素之一。

王健林身家縮水逾四成
今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榜的門檻升至70.7億

元，較上年的58億元增長21.89%；400位（包含家
族，實際437人）總財富為91,286億元，同比增長
25%。400位上榜者中有90位財富縮水，13位財富

值保持不變。
百度創始人李彥宏排名從去年的第8名跌至今年

的第35名，財富由2018年的1,007億元跌至今年的
537億元。萬達董事長王健林的財富也從去年的
1,566億元跌至883億元，排名從第4位跌至第14
位。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身家也從979億元降至
912億元，列第12位。
從富豪榜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消費觀念，重視健康

和保健，醫藥和醫療保健行業的富豪也因而受益。
江蘇恒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家族今年排名躍居第4
位，財富1,824億元。醫療器械產品提供商邁瑞醫療
董事長李西廷身家達到604億元。
IPO是財富增長的驅動力之一。零食生產商三隻

松鼠董事長章燎原憑借約111億元身家首次上榜，
虹軟科技董事長鄧暉家族也以70.7億元上榜，兩家
公司都是今年7月上市。另外，拼多多CEO黃崢的
身家從去年的776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1,499億元。

中小型地產商受衝擊
房企融資環境收緊，中小型地產商受衝擊。南京

豐盛集團創始人季昌群因集團發生債務違約引發危
機下榜；同樣落榜的還有佳源國際控股（2768.
HK）的沈玉興，因股份質押以及企業超高負債率，
公司股票被機構做空而導致股價一年內逾70%。
此外，康美藥業的馬興田夫婦因康美藥業爆出財
務造假而落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