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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市場轉差 北大方正債券違約
債價急瀉17% 校企風險惹關注

北大方正集團昨在中國貨幣網的公告
稱，因流動資金緊張，截至12月2

日，公司未能按約定籌措足額償付資金，
該超短融「19方正SCP002」不能按期足
額償付本息。根據募集說明書，拖欠超短
期融資券本金或應付利息，且拖欠行為持
續15個工作日以上的，認定為違約事件，
應啟動投資者保護機制。

清華北大債券約值2000億
有分析指，事件料使市場重新審視部分
校企的風險和估值。彭博經濟學家曲天石
表示，市場對此其實已有預期，之後對於自
身實力不強的校企，投資者可能會重新審
視風險和估值。彭博匯總數據顯示，目前包

括北大方正集團、紫光集團在內的清華大
學和北京大學下屬企業及其子公司有折合
約2,000億元人民幣的境內外債券存續。
事實上，北大方正集團多隻美元債近日

在歷史低位附近成交。彭博匯總數據顯
示，昨日北京時間17：38分，2023年到
期、票息5.35%的美元債買價跌16.66%至
50美分，邁向歷史新低。
據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公司債券半年

報，方正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從2018年年底
的81.94%升至今年6月底的82.74%；淨虧
損從上年同期的8.67億元擴大至10.47億
元。北大方正集團現時涉及債務高達約
3,000億元人民幣。集團媒體聯絡人在電話
中對彭博表示不予置評。

今年違約數字超越去年全年
今年以來，中國央行實施了較為寬鬆的

貨幣政策，多部門也對實體經濟加大了融
資支持，但在上半年違約節奏獲得短暫喘
息後，境內信用事件仍然呈現多發的態
勢，若以違約債券隻數計算，今年已超過
去年。
相較民企頻發的債券違約事件，高校旗

下企業已在積極運籌尋求出路。清華大學
旗下的啟迪控股和同方股份股權轉讓交易
都有進展。同方股份11月30日在上交所
發佈公告稱，中核資本11月28日已支付
了股份轉讓價款30%的保證金。此前，清
華控股與中核資本簽署協議，清華控股擬

向中核資本轉讓其持有的逾6.2億股公司
股票，佔公司總股本的21%。若轉讓實施
完成，中核資本將成為公司的控股股東，
公司實際控制人由教育部變更為國務院國
資委。此前清華控股簽訂協議向雄安基金
轉讓啟迪控股14%股份。清華將不再對同
方和啟迪兩家企業保留控制權。

東旭光電債券違約
另外，東旭光電科技昨晚也在上海清算

所公告指，因流動資金緊張，2016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據於12月2日不能按期足額償
付利息和回售部分本金兌付，已構成實質
性違約。「16東旭光電MTN002」發行總
額17億元。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隨着經濟下行壓力
的增加，在岸市場
的債券違約情況越
來越嚴重，而且蔓
延到高校企業。北
大方正有一隻昨天
到期的20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境
內債券未能按期兌
付，頂尖高校旗下
企業的違約，令信
用債市場再度面臨
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社整理的
信息，2019年中國在岸市場發生
了至少140例新發債券違約事件，
違約債券本金合計約1,174.1億元
(人民幣，下同)， 包括84例公開發
行債券和56例私募債券。境外公
司債違約規模折合19.7億美元，包
含6隻美元債，1隻海外人民幣債
和1隻港元債。

包括大新華航空及西王集團
當中包括：大新華航空無法按期

兌付10億元私募債本息；因董事
長失聯和黃金事業部經營停滯等原
因，ST秋林的私募債無法按時付
息；三胞集團兩筆債券無法按時付
息，以及西王集團未能兌付一隻觸
發交叉違約的短融券。
其中，西王集團今年10月未能
按期兌付「18 西王 CP001」本
息，觸發了至少四隻債券的交叉違
約條款，其中「18西王CP002」
交叉違約豁免議案未能獲得足夠多
的持有人同意，於11月27日提前
到期，公司最終也未能兌付；而
「18西王CP001」也未在展期到
期後兌付本息。公司稱正就存續債
券制定和解方案，且方案已徵得相
當數量債券持有人的支持。
彭博統計指，近日到期應兌付本
息的債券包括：「15西王01」，
應於12月3日兌付利息；「14貴
人鳥」，應於12月3日兌付本息；
「H7豐盛04」，應於12月6日兌
付利息；「16華晨01」，應於12
月7日兌付本息；「16民生投資
PPN004」，應於12月9日兌付本
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官方製造業和財新製造業活動數
據表現強勁，滬深股指12月首個交易
日開門紅；不過由於貿易憂慮抵消樂
觀製造業數據帶來的提振，限制了大
市的升幅，股指衝高回落，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 2,875 點，漲 3 點或
0.13%；深成指報9,605點，漲23點或
0.24%；創業板指報1,669點，漲4點
或0.28%。兩市共成交3,425億元（人
民幣，下同）。科技股強勢回歸，電
子元件板塊領漲。

中美貿易協議陰霾未散
行業板塊中，電子元件以逾1%的升

幅領漲兩市，其中乾照光電、揚傑科
技、久量股份、共達電聲漲停；旅遊
酒店、水泥建材、玻璃陶瓷、電子信
息、農牧飼漁、國際貿易等板塊升幅
超過0.5%；醫藥製造、環保、公用事
業、貴金屬、船舶製造、煤炭採選等
板塊領跌。近期跌勢不止的貴州茅台

回穩，收市微漲0.35%，報1,133元。
受新訂單增長帶動，財新中國製造

業景氣在11月繼續小幅改善，PMI指
數創近三年新高。同時11月官方製造
業PMI意外回升至50上方，並創下八
個月高位。伴隨着前期逆周期調節政
策進一步落地，中國經濟運行開始顯
露由降轉穩跡象，聯訊證券研究院宏
觀組張德禮認為，經濟短期的低點可
能已過。2020年相比於今年消費刺激
的力度預計也會加大，短期對經濟不
宜過度悲觀。不過，各界對於中美貿
易協議前景憂慮仍揮之不去，美國即
將在兩周後對中國進口產品額外課徵
15%關稅。
安信證券提醒，當前階段的配置需

要立足防禦，在兼顧景氣之外，也要
在今年表現滯後、估值較低的板塊中
尋找邏輯及驗證，同時需要慎防今年
強勢板塊在補跌風險。
上交所昨發佈消息，「中國投資者

投資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AIX）」

推介活動在上交所成功舉辦。上交所
副總經理劉逖表示，上交所將鼓勵支
持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以多種
形式參與哈薩克斯坦資本市場投融資
業務，並以AIX為平台探索進入中亞
市場，務實建設資本市場服務「一帶

一路」倡議的投融資機制。據悉，上
交所與AIFC管理局簽訂合作協議，成
為AIFC和AIX的戰略合作夥伴，並出
資參股AIX。2018年7月，AIX正式開
業。截至2019年11月22日，AIX共有
38隻產品，包括11隻權益類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近
日發佈中央企業煤電資源區域整合試點方案，計劃開展中央
企業重點區域煤電資源整合試點工作，力爭到2021年末，
試點區域煤電產能壓降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方案主要涉及
的中央企業包括：中國華能(0902.HK)、中國大唐(0991.
HK)、中國華電(1071.HK)、國家電投和國家能源集團，視
具體情況可適度擴展至國投和華潤集團等其他涉煤電中央企
業。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稱，國資委計劃通過區域整合優化資

源配置，淘汰落後產能、減少同質化競爭，緩解經營困難。到
2021年末，試點區域煤電協同持續增強，平均設備利用小時明
顯上升，整體減虧超過50%，資產負債率明顯下降。

甘肅陝西新疆或先行
方案確定甘肅、陝西、新疆、青海和寧夏五個煤電產能過

剩、煤電企業連續虧損的區域為首批試點區域。確定中國華
能牽頭甘肅，中國大唐牽頭陝西，中國華電牽頭新疆，國家
電投牽頭青海，國家能源集團牽頭寧夏。
方案提出，牽頭單位要通過股轉債、引入戰略投資者等措

施加快降低試點區域煤電企業負債率，妥善化解債務風險，
要積極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方案要求依法合規開展資產重組置換，以產權無償劃轉為

主，市場轉讓為輔，盡量不產生現金交易，人員、負債隨資
產一並劃轉。上市公司所屬煤電企業，將股權上移至母公司
後再劃轉，也可以市場化方式轉讓或置換。
中國華能、中國大唐和中國華電是內地最大的三家發電企

業，主要以燃煤發電為主。中國華能、中國大唐和中國華電
H股昨天分別收報3.92港元、1.4港元和2.88港元，變幅為
升1.03%、跌3.45%、升1.0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昨天在青島舉行
的山東港口2019油品大會上，山東港口與金聯創聯合啟動
「山東港口原油到岸指數和估價」，這是中國首個由港口企
業與諮詢機構聯合自主研發啟動的原油到岸指數和估價。

山東進口原油佔全國35%
近年中國對原油需求大幅攀升，其中山東港口進口原油佔

全國進口原油總量的35%，進口原油主要來自西非、南美、
中東及遠東地區。而山東獨立煉化企業年進口原油量超過億
噸，是全球原油的重要買家，對全球原油市場價格的影響舉
足輕重。
啟動儀式上，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主任盧延純表示，

該指數和估價是首個由中國港口企業和諮詢機構聯合發佈
的，是基於中國內地市場特別是山東市場的原油價格指數，
能夠反映山東市場原油供需情況，對其它市場的原油價格有
較強的引導性和前瞻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隨着
資管新規的推進，銀行保本理財相繼步入謝幕時
代。光大銀行、交通銀行近日接連發佈公告，提
前下線保本型理財產品。業內稱，根據新規，資
管新規金融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時不得承諾保
本保收益，目前來看保本理財產品發行量逐步下
降，銀行的淨值型產品提升明顯。

光大銀行交行上月叫停
據公告，光大銀行自11月30日起停止「活期

寶」理財服務，「活期寶」餘額將轉回至客戶簽
約卡內；交行由11月20日起停止辦理沃德薪金
定投組合產品，並提前終止沃德薪金定投組合產
品協議。
公開資料顯示，光大銀行的「活期寶」產品存
在十年之久，是一款現金管理類人民幣理財產
品，認購起點5萬元（人民幣，下同），因其具
有保證收益型、風險程度低等特點，一度成為光
大銀行理財中的明星產品。交行的沃德薪金定投
組合產品，是一個存款和理財的組合產品，屬於
預期收益型的保本浮動收益類產品。
據融360大數據研究院監測數據顯示，截至10
月末保本理財產品發行量佔比19.1%，較年初下
降3.9個百分點。而銀行的淨值型產品規模不斷
上升，其中建行、交行、農行、招行、中信行、
興業、平安銀行的整體淨值型產品規模佔比由
2018 年末的25.11%上升至 2019 年 6 月末的
30.5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張聰北京報
道）北京市首個針對外資金融機構的專項發
展政策《順義區支持外資金融機構發展辦
法》昨日正式出台，將實現前5年100%覆
蓋經營成本，最高獎勵達6,000萬元(人民
幣，下同)。

最高獎勵6000萬
《辦法》表示，對外資法人金融機構及
具有獨立結算功能的分支機構，最高獎勵
6,000萬元，並支持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境
外投資，比如推薦符合條件的機構申請獲得

QDLP（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境外投資）資
質和額度，按成功獲批且獲批的募集規模，
最高可獎勵1,000萬元。
同時，對屬於落實國家金融開放政策全

國首例的，將額外給予1,000萬元資金支
持；北京市首例的，額外給予800萬元。對
獲得銀行間債券市場A類主承銷牌照並正式
開展經營活動的入區外資金融機構，額外給
予500萬元。除了真金白銀，新政策還從建
立住房保障機制、加強金融人才服務、高標
準建設國際人才社區等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套
和全方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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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內地PMIPMI數據創數據創88個月新個月新
高高，，AA股應聲造好股應聲造好。。 中新社中新社

■■「「20192019北京融資租北京融資租
賃產業國際論壇賃產業國際論壇」」昨昨
日舉行日舉行。。記記者朱燁者朱燁 攝攝

■內地信貸市
場有惡化跡
象，最新有北
大方正集團宣
佈旗下債券違
約。

資料圖片

北京重金犒賞外資金融進駐北京重金犒賞外資金融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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