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稱，此次操作是對本月兩筆
MLF到期的一次性續作，充

分滿足了金融機構需求；同日並開
展500億元逆回購操作，利率持穩
在2.2%。據悉，8月17日和26日分
別有4,000億元和1,500億元MLF到
期，本月合計有5,500億元MLF到
期。另外昨日還有100億元逆回購
到期。

保險券商板塊漲逾5%
當日發布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
利率（Shibor）顯示，銀行間市場各
期限利率漲跌互現。其中，隔夜利
率為2.128%，較上一交易日下行4.7
個基點；7天期和14天期利率分別為
2.213%和2.276%，下行0.9個基點
和3.1個基點；其餘則不同程度上

行，一年期利率為2.878%，上行0.6
個基點。
央行大手筆馳援流動性超出市場

預期，迅速引爆A股行情，滬深主板
昨高開高走。金融板塊發力下，滬
綜指10時後強勢站上3,400點；創指
盤中一度翻綠，但因整體投資氛圍
向好最終成功反彈。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3,438點，為7月13日以來高
位，漲 78 點或 2.34%；深成指報
13,742點，漲253點或1.88%；創業
板指報2,696點，漲27點或1.04%。
兩市共成交11,539億元，北向資金
淨流入79億元。
金融股大漲，保險板塊飆升7%，

中國人壽漲停；創業板註冊制首批企
業上市，券商板塊漲超過5%，國聯
證券、招商證券、中銀證券漲停；銀

行板塊升近4%，成都銀行漲停。民
航機場、高速公路、旅遊酒店等升幅
居末，兩市無行業板塊下跌。
彭博引述星展銀行固定收益策略

師Eugene Leow稱，昨日的流動性
投放證實了中國央行貨幣政策仍處
於中性。

郭樹清再提醒債務問題
據方正策略分析，昨日A股行情主

要受到四方面共同催化。一是央行呵
護流動性，8月以來資金投放明顯增
加，令市場對流動性收緊的擔憂消
解；二是證監會明確了證券公司在第
三方網絡平台開展業務的監管規範，
利於券商延展客戶來源，金融混業經
營的趨勢逐步明晰；三是銀保監會主
席郭樹清周末撰文指出，不斷完善資

本市場基礎制度，引導理財、信託、
保險等為資本市場增加長期穩定資
金，將對資本市場帶來長期利好；四
是外部局勢稍有緩解。
另外，郭樹清在《求是》雜誌刊發

文章指出，為應對疫情所採取的一系
列宏觀對沖政策十分必要，執行中
如遇新的異常情況還可能進一步加
大力度。但在資金面寬鬆背景下，
企業、居民、政府都可能增加債
務。利率下行一致性預期強化後，
有可能助長槓桿交易和投機行為，
催生新一輪資產泡沫。面對複雜嚴
峻的經濟形勢，需要多方面做好工
作，包括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盡最大可能提早處置不良資
產，防止高風險影子銀行反彈回潮，
以及穩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等。

人民銀行開展7,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大幅高

出月內到期總量的1,500億元，並為今年

3月以來首次超額續作。在近日市場一遍

對貨幣政策偏緊的憂慮中，央行向市場注

資，大大提振市場人氣，滬綜指單日上漲

2.34%，重上3,400點關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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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加碼放水 滬指重上34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吉
利（0175）昨公布截至6月末中期
業績，股東應佔溢利按年跌42.7%
至22.97億元（人民幣，下同），每
股攤薄盈利降44%至24.70分，不派
中期息。業績後吉利股價跌幅擴
大，收報15.64港元，跌6.4%。主
席李書福於公告中形容2020年成為
「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一年」，下調
全年銷售目標6%至132萬輛。

下調全年銷售目標6%
行政總裁桂生悅在電話會議中指

出，疫情直接影響了行業的正常運
營，加大汽車銷量下滑速度，他估
計今年市場銷量約跌一成。但就目
前情況來看，料下半年吉利狀況好
過去年同期，7月為傳統淡季但表現
良好，預料8月開始每月環比都有
增長，進入消費旺季階段。加上國
家提出了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
格局，可有效刺激市場需求，集團
對完成132萬部銷售有信心。
期內，吉利總收益下滑22.6%至

368.2億元；合共銷售530,446部汽
車，同比跌19%，國內銷量減少

17%至510,873部，出口銷量銳減
49%至19,573部。不過，吉利在中
國整體乘用車市場的批發市佔率上
升0.4個百分點至6.5%，中國自主
品牌乘用車的市佔率增加2.6個百分
點至17.9%。
副主席李東輝展望，下半年將推

出多款新車型，其中高端車型佔比
上升，將帶動平均銷售價格和毛利
率上升，且爭取在存量市場階段繼
續爭取市佔率。上半年，吉利的平
均出廠銷售價格同比下降約6%，毛
利率下跌0.7百分點至17.1%。
吉利股東會早前通過公司回歸A股

科創板，桂生悅稱正按部就班進行。

吉利半年少賺42% 不派中期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屯
門兩個上車新盤相繼出擊後，保利
置業位處屯門青山灣發展項目昨命
名為瑧譽，保利置業銷售及市務部
總監朱美儀表示，瑧譽剛獲批預售
樓花同意書，較早前亦已獲批入伙
紙，售樓說明書的籌備工作已進入
最後階段，有望於年內以現樓形式
銷售。
朱美儀指出，瑧譽前臨舊咖啡

灣，與黃金海岸相連，倚山面海。
項目提供22幢洋房及19間居室。其
中12幢洋房為尊享獨立門牌的獨立
屋，其餘10幢為聯排洋房，所有洋
房均享遼闊海景，並尊享私人花
園、內置電梯、獨立游泳池及至少
兩個地庫車位。洋房大部分為三層

設計，採五房五套格局。

碧麗軒首次標售特色戶
另一邊廂，華懋集團旗下薄扶林碧

麗軒昨首度推出4個特色單位招標，並
於本周五起逐日截標發售，該4伙全屬
複式連花園或天台特色戶，包括地下
及一樓的06室、07室、二樓及三樓的
17、18室，實用面積1,545至1,741方
呎。該盤提供21伙，其中分層單位面
積1,527至2,646方呎，而5座洋房的
實用面積3,469至5,767方呎。
新盤成交方面，永泰地產及萬泰集
團合作沙田九肚山澐瀚昨日以招標形
式沽出頂層特色大宅，連2個車位及1
個電單車位，成交價5,560萬元，呎價
約34,534元。永泰地產發展執行董事

兼銷售及市務總監鍾志霖表示，該單
位為第1座6樓頂層特色戶，由法國殿
堂級設計大師Pierre-Yves Rochon設
計，實用面積1,610方呎，飽覽吐露港
海景及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另有680
方呎的天台與363方呎的平台，由內
置樓梯連貫成偌大的私人雙層空中花
園。廚房大部分設備採用Miele
Artline系列，盡享入廚樂趣。
帝國集團夥香港小輪合作屯門青

山灣帝御．金灣再錄兩宗撻訂個
案。當中第3座17樓18室，實用面
積 342 方呎，原本於 8 月 9 日以
514.27萬元售出，呎價15,037元。
而第5座12樓7室，實用面積323方
呎，原於同日以483.07萬元沽出，
呎價14,956元，惟兩伙均已列明為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交易再未有進
展。該盤至今累錄3宗撻訂個案。

屯門瑧譽獲批預售 年內推現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在5G
應用的加持下，招商局港口集團旗下的蛇口媽灣智
慧港正加緊建設。在該智慧港的碼頭中控室，操作
人員同時打開20路前端攝像頭，通過5G網絡回傳
高清視頻進行RTG轉場、抓取貨櫃等一系列遠程操
作；無人機則在碼頭巡檢時回傳實時視頻，AI對駕
駛員行為進行分析等。招商局港口集團媒體部有關
人士透露，該智慧港將於今年底建成並投入運營。

智能化助降運營成本
去年6月底，招商局港口集團協同中國移動深圳

分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在海星碼頭創建了全國
港口行業首個5G智慧創新實驗室，當天舉行正式
的揭牌儀式招商局集團數字化中心副主任吳沂表
示，媽灣海星港將建成全球首個智慧港，一切作業
將全部實現智能化和自動化，從而大幅提供高效和
降低運營成本。
在5G高寬帶低時延等利好推動下，招商局一年

來持續大力推動智慧港建設。目前媽灣MCT碼頭
36台遠控輪胎吊已全部上線投產，累計完成超過
300萬標箱。基於5G輪胎吊遠控的成功實踐，將
助力MCT碼頭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全球單一碼頭5G
輪胎吊遠控最大規模的應用場景。深圳移動工作人
員稱，通過在招商媽灣海星港部署中國移動雙頻組
網，下沉UPF，建設5G尊享專網，開展基於5G
MEC的遠程輪胎吊控制測試，網絡平均時延達
8ms，上行帶寬近100M，為碼頭遠控作業帶來流
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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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5G應用，媽灣智慧港員工可以實現遠控岸
橋機吊的操作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人民銀行開展7,000億元人民幣MLF操作，大大提振市場人氣，滬指昨天上漲2.34%，重上
3,400點關口。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疫
情未有影響手機設備商，舜宇光學
（2382）與丘鈦科技（1478）上半
年業績均錄得增長。其中，舜宇光
學半年盈利按年增長22.2%至17.49
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基本
盈利159.84分，不派息。
舜宇光學上半年收入按年增長

21.1%，至188.64億元，主要受惠
於智能手機相關業務進一步發展，
毛利36.76億元，按年增加28%，毛
利率約 19.5%。舜宇光學昨收報
148.2港元，升1.93%。
展望下半年，公司表示仍面臨諸多

外部因素帶來的壓力及挑戰，如新冠
肺炎影響下，市場及經濟的恢復過於
緩慢、全球主要經濟貿易體之間的紛

爭及各個國家間的科技競爭等。在複
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下，將繼續密切關
注市場及行業動態，加大技術創新，
增強客戶黏性，發揮規模優勢，推動
自動化生產，提升產品的綜合競爭
力，以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率。與此
同時，公司將繼續加強人力資源建
設，強化人才培養及發展工作，提升
僱員的綜合能力，為公司的持續發展
提供保障。

丘鈦純利大升85%
另一方面，丘鈦科技純利按年升

85.5%至3.36億元，每股基本盈利
0.288元，不派中期息。由於業績表
現良好，丘鈦科技股價於午後大
升，收報11.58港元，升13.31%。

上半年公司收益為88.02億元，按
年升73.9%，主要由於改善攝像頭
模組產品結構的策略取得明顯成
效，攝像頭模組產品平均銷售單價
按年增長99.6%，令攝像頭模組產
品銷售收入增97%。上半年毛利率
8.3%，按年增0.1個百分點。受到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影響，智能
手機的銷售較預期疲弱，上半年整
體攝像頭模組產品銷售數量下跌
1.3%至1.8億顆。
公司主席何寧寧表示，未來5G建

設加速，重點發展在行業應用，包
括教育、醫療及金融等；行業應用
系統的改善促進換機需求。另外，
他稱公司會積極擴展海外市場，不
僅中國業務，亦會提升海外產能，
加快擴建印度製造基地，料未來產
能將主力投放在印度。

手機業務帶動 舜宇多賺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