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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鎖定風險 穩定市場價格


企業這麼做

大宗商品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新冠疫情導致內地相關產業面臨
外貿訂單銳減、出口嚴重停滯的挑戰。浙江省作為外貿訂單大省，不
際供應鏈，主動創新為下游企業穩定了市場價格。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

■不少企業為應對外貿出口的挑
戰，在大宗商品產業鏈上不斷向兩
端延伸。圖為浙江物產國際鐵礦砂
港口作業。

浙江物產金屬集團
副總經理鄧波
要實現雙循環，必須要
接受國外的挑戰，必須
自身不斷創新和提升。

受全球範圍疫情影響，今年鋼材價格出現
內外倒掛的行情。浙江物產金屬集團副

總經理鄧波表示，鋼鐵板塊緊抓進出口稍縱
即逝的機會窗口，借助現期結合金融工具，
提前鎖定風險與價差，「我們去年接的單子
時間跨度都比較長，現在交易的是下半年甚
至明年的業務，通過期現結合，我們可以為
下游企業鎖定價格，穩定了供應鏈。」

■浙江物產金屬集團為杭州地鐵提
供鋼材。

■疫情期間，浙江物產金屬集團以
網絡直播形式售賣鋼材。

圖片：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調整供應鏈 減資金壓力
當時在海鹽有一家生產緊固件的顧客，
接了很多歐洲和海外的訂單，而這樣的訂
單生產要鎖定半年，但大宗商品鋼材價格
周期浮動往往會影響企業接單的能力。
「我們讓企業把目標價格告訴我們，給企
業做庫存和採購計劃的分配，如果企業要
半年的價格鎖定，只要提前兩個月把想要
東西的規格和數量告訴我們。今年疫情期
間，尤其是 3 至 4 月份，海外訂單出現取消
和延遲，對這些生產企業來說，當時最可
怕的不是後面沒有訂單 ，而是當下怎麼
過，資金怎麼流轉。」
「6 月份以後，我們給企業做了相應的延
遲供應調整，當時企業提出要延遲半年甚至
一年。而這代價是什麼呢？沒有給企業產生
利息，甚至通過期貨交易，我們還可以給企
業便宜的讓利，企業對國際市場波動的顧慮
一下就釋放了，還可以繼續接新的訂單，沒
有了庫存和貨損的成本，以及資金額外的壓

證監就打擊洗錢指引作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就
建議修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指引，展開為期 3
個月的諮詢。市場參與者及
其他相關人士，可於今年 12
月 18 日或之前向證監會提交
意見。
證監會指，建議的修訂將
有助證券業採用風險為本的
方法實施打擊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措施，並跟進財
務行動特別組織所發表的最
新一份《香港的相互評估報
告》中所識別出的某些有待

改善的範疇。有關修訂亦包
括訂明額外措施，以協助減
低跨境代理關係等業務安排
所涉及的風險。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表
示，建議的修訂緊貼最新
的國際標準，並提供了實
用的導引，讓機構能以更
具風險敏感度的方式實施
有關的重要措施。這將有
助證券業因應它們所面對
的風險的特定性質，更有
效地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活動。

中銀推商戶便捷收款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中銀香港昨
宣布，推出「APP2APP 收款
易」商戶便捷收款服務，優
化個人對商戶（P2M）的移
動支付流程，為商戶提供更
多元化的收款渠道。商戶只
需設定中銀香港為「轉數
快」收款銀行，並啟用
「APP2APP 收款易」功能，
當消費者透過商戶的手機應
用程式並選擇以「轉數快」
進行付款時，「APP2APP 收
款易」便會自動連接至消費
者的電子銀行應用程式或電
子錢包進行付款。

中銀香港交易銀行部副總
經理何永賢表示，現時該行
「轉數快」服務已應用於稅
款、水、電、煤、差餉、物
業管理、電訊、保險等賬單
繳付，慈善捐款及餐飲零售
消費等不同範疇，配合客戶
不同的收付需要。今年首六
個月，「轉數快」累計交易
筆數已超去年全年交易筆
數。該行將繼續透過數字化
金融服務提升客戶體驗，為
企業和個人客戶提供安全、
高效、便捷的流動電子收付
服務。

力。」鄧波表示。

要積極創新 深挖產業鏈

打通雙 循 環

少企業積極應對，利用不同行情窗口打通國際和國內市場，穩定了國

一家生產集裝箱的企業，也通過物產金屬
期現結合的方法向海外報出更有競爭力的價
格。鄧波坦言，「我們要實現的是在上下游客
戶中提供供應鏈價值。要實現雙循環，必須要
接受國外的挑戰，必須自身不斷創新和提升，
靠原來『一招先』老方法是難以循環的。」
今年以來物產金屬緊跟國家基建政策導
向，上半年新增工程配供配送合作訂單同比
去年增長了近2倍，在延崇高速、鳳凰大橋、
京雄城際鐵路、杭紹甬智慧高速等各類工程
項目的配送服務上都發揮着供應鏈集成服務
的效能。
此次海外疫情持續時間很長，海外低價貨
品很多，而下游很多企業也開始面臨釋放訂
單的問題。「我們圍繞黑色產業鏈延伸服
務，比如對於只是軋製的企業，我們就為他
們供應鋼坯，也協助他們銷售生產出來的下
游產品；如果是煉鋼的企業，我們提供鐵礦
石等原料，按虛擬工廠的銷售價格去接單，
如果企業接單還是有問題，我們可以負責承
銷。『雙循環』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產品的市
場，雖然國內單一產品市場非常大，但我們
真正應該看到的是雙循環背後，內地各個產
業的全產業化、全鏈條化，如果我們圍繞主
業，圍繞着全產業鏈的架構去服務，可以把
這個產業的價值挖深做透。」鄧波說。

■王其達說要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在
於能與上下游企業共生共榮。

上下游企業
需共生共榮

「要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在於能與
上下游企業共生共榮。」浙江物產國際
貿易董事長王其達這樣告訴記者，「我
們在大宗商品產業鏈上不斷向兩端延
伸，圍繞大的基礎原材料，穩定國外管
道，把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串起來，讓供
應鏈更有效。在傳統的進出口貿易中我
們熟悉了很多國外企業，就可以直接在
境外交易，把第三國的資源賣給對方，
不需要再進口和出口。」

第三國貿易發展迅速

王其達表示，第三國貿易指海外採
購海外銷售的貿易，可以規避貿易壁
壘。像這樣的第三國貿易這兩年發展
很快，上半年物產國際無論是鋼鐵、
有色金屬，還是煤炭品種的第三國貿
易簽訂量同比均實現大幅提升。此
外，公司抓住疫情機會，在國外市場
需求低迷的情況下鋼鐵進口量上百萬
噸，創近年新高。
今年疫情期間，由於市場需求停滯導
致行業下游用戶庫存被動累積，部分企
業遲遲不能復工與鋼廠協議的不斷到貨
產生巨大矛盾，資金壓力為經營雪上加
霜。用戶訂貨及提貨消極，鋼廠庫存壓
力也逐步產生。在此情形下，物產國際
上海公司一方面通過供需周期以及基差
升水結構分析，主動發揮資金優勢，回
購終端用戶過剩庫存、批量購買鋼廠資
源解決上下游庫存壓力；另一方面利用
基差的波動將庫存間歇性重新投放市
場，上下游庫存壓力減少，自身基差持
倉成本也顯著降低。

疫情受控實現基差利潤
疫情可控後下游需求逐步恢復、鋼廠
壓力逐步降低，但是國外疫情的加劇使
市場對後期需求呈現悲觀預期。基於市
場預期，3 月下旬，正套基差快速回
歸，期現基差快速達到貼水結構，此時
下游用戶逐步開始補庫，物產國際上海
公司藉此機會順利實現基差利潤。
王其達說，「廣東的製造業需要大
量的深加工，一年鋼材需要量 200 萬
噸至 300 萬噸，我們幫助他們原料採
購，集成加工，他們再供給下游傢
具、門板幾萬家中小企業，為終端製
造業企業輸血。很多小企業沒有匯率
風險管理的能力，通過我們能穩定企
業的供應價格。」

畢馬威：亞太區金融科技投資活躍
■兩大巨頭阿里巴巴及京東今年
先後在港二次上市。
先後在港二次上市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畢馬威最新公布的半年度
《金融科技脈搏》報告，亞太地區今年上半年的
金融科技投資總額達 81 億美元，其中兩宗最大的
投資均來自東南亞，分別為印尼平台服務商 Gojek
和其新加坡競爭對手 Grab 的融資活動，分別籌集
了30億美元及8.86億美元。

螞蟻下月上市成全球焦點
就地區而言，區內金融科技投資分布甚廣，印度
（Navi Technologies：3.98億美元，Pine Labs：3億
美元，Pay Sense：1.85億美元）
、日本
（Paidy：2.51億

美 元 ）、 韓 國（KSNET： 2.37 億 美 元 ）、 澳 洲
（Airwallex：1.6億美元，JudoBank：1.47億美元）
及
印尼
（Moka：1.3億美元）
均錄得大額金融科技交易。
畢馬威最新分析顯示，2020 年上半年，東南亞
的金融科技投資活動活躍，亞洲最大的金融科技
企業不斷壯大，而規模較小的公司則在盈利能力
和吸引新投資方面遇到挑戰。與此同時，內地科
技集團預計將會加快聚焦東南亞市場。
雖然內地的金融科技投資活動持續下滑，交易
量由第一季度的 37 宗交易減至第二季度的 28 宗，
交易金額也從 3.23 億美元減至 2.85 億美元，但報
告指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內地金融科技市
場趨向成熟，即市場由少數大型企業主導。2020
年上半年，中國兩大巨頭阿里巴巴及京東在香港
進行二次上市，分別籌集了 110 億美元和 39 億美
元。螞蟻集團亦計劃於今年 10 月在香港和上海兩
地上市，預計將成為今年全球最大型新股。

內地數位貨幣發展迅速
畢馬威中國金融科技主管合夥人黄艾舟表示，

中國經濟已從新冠疫情中恢復不少，但現時的形
勢依然脆弱。許多金融科技企業業務受到了不利
影響。企業需要額外的資金來應付所需現金流，
但資金不易獲得，這對一些規模較小的金融科技
公司來說是一個挑戰。
報告指出，數位貨幣在內地的發展速度加快。2020
年5月，內地在深圳、蘇州、成都以及北京以南的雄
安新區開始試行電子人民幣。政府官員還提議開發一
個泛亞「穩定幣」，以改善東亞地區的跨境貿易。
同時，香港為數碼資產交易中心推出「選擇性
加入」發牌計劃，並在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範疇數碼化等領域取得了長足進展。
畢馬威中國財務諮詢合夥人龍柏升（Barnaby
Robson）表示，看到美國和歐洲市場投資者對於
ESG 投資的興趣增加，而這個趨勢正向亞洲蔓
延。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
新技術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將出現，以滿足日益
增長的強勁 ESG 數據需求。鑑於香港在證券交易
方面的領先地位，香港有充分的條件成為這新興
行業的區域樞紐。

粵設半導體集成電路投資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9 月
17 日至 18 日，第 23 屆中國集成電路製造年會
（CICD 2020）暨廣東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論壇在
廣州開發區舉行，當天首期規模為 200 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廣東省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投
資基金發布，將主要投資半導體器件、集成電路
設計、晶圓製造、核心裝備及零部件等領域。
來自國內外集成電路設計、製造、封裝測試、

專用設備及材料領域的共 200 多家知名企業行業
代表，30 多家科研院所、16 家高校的教授和專
家，以及國家大基金和投資機構代表出席了活
動，共同探討內地集成電路的發展和前景。基金
主要投資廣東省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項目，包
括半導體器件、集成電路設計、晶圓製造、封裝
測試、EDA 設計工具、核心裝備及零部件、相關
材料、電子元器件等領域。

■第 23 屆中國集成電路製造年會（CICD 2020）暨
廣東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論壇在廣州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