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
公廳日前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
實施方案（2020-2025年）》，支持
深圳在資本市場建設上先行先試。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閻慶民、上市公
司監管部主任李明昨日出席國新辦
政策吹風會表示，下一步要完善註
冊制，落實好信息披露制度，抓緊
研究出台新三板精選層公司轉板上
市的相關規則，積極穩妥地做好在
全市場推行註冊制的改革準備。

落實好信息披露制度
中央下發的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方

案對資本市場改革提到，推進創業
板改革並試點註冊制，試點創新企

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託憑證
(CDR)，建立新三板掛牌公司轉板
上市機制。
閻慶民表示，今年4月份，中央

深改委通過改革方案，借鑒去年科
創板註冊制試點經驗，在此基礎上
支持創新企業在創業板發行上市，
與其他板塊錯位發展。6月份中證
監發布了創業板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註冊管理辦法等一系列制度，8月
24日創業板註冊制首批18家企業
上市，拉開了存量+增量改革的帷
幕。下一步，創業板改革要落實好
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註冊制。
此外，試點創新企業在境內上市

的路徑問題目前已解決。中芯國
際、華潤微電子等已在境內發行並
註冊，九號股份在境內發行了CDR

（存託憑證）並上市。閻慶民說，
隨着深圳改革方案的推進，未來五
年會繼續加大力度，同時總結實踐
中的問題，優化註冊制。
對於新三板公司轉板上市，李明

表示，中證監正在按照充分發揮市
場主導功能、統籌兼顧試點先行、
堅持底線思維的原則，抓緊研究出
台新三板精選層公司轉板上市的相
關規則，力求激發市場活力，為不
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提供差異化、便
利化服務。

強化監控 化解質押風險
對於註冊制改革，李明在吹風會

上表態，中證監在保持新股常態化發
行的同時，全面總結試點註冊制改革
的經驗，積極穩妥地做好在全市場推

行註冊制的改革準備，及時根據市場
發展情況，進一步優化發行上市條
件，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股權融資。
最近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李明表
示，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和資金佔
用、違規擔保是資本市場的一個痛
點。下一步將和有關部門一起出台場
內外質押一致性監管的政策，並加強
信息共享，強化監控，守住不發生系
統性風險的底線；支持銀行、證券、
保險、私募等各類機構積極參與風險
化解，推動質押風險的總量不斷下
降。對於資金佔用、違規擔保問題，
對已形成的問題，督促責任方限期清
償化解，對於限期未整改或者新發生
的資金佔用違規擔保等行為將嚴厲查
處依法追責。

中證監：穩妥推行全市場註冊制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深圳特區建立40
周年慶祝大會，激發市場對內地推出更多
改革舉措的憧憬

內地發布未來5年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實施
方案，以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強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方
案還提及支持深圳在資本市場建設上先行
先試

特首林鄭月娥將施政報告押後至最遲11
月末公布，以爭取中央政策幫助香港經濟
復甦，以及兩地金融互聯互通

受人民幣升值及經濟加快復甦預期推動，
外資連續兩天淨買入A股逾百億元

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在10月26-29日召
開，全會開幕前1個月A股會比較好

港元持續強勢，金管局昨再接錢67.43億
元，為近兩周以來最多，香港銀行體系
總結餘周三(14日)將增至2,868.82億元

昨日利好港股A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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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蔡競文

資金持續流入 成交急升 恒指重上24500

憧憬中央惠港新政 股市起舞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本周三舉

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市場憧憬中央將有新政策，支持深圳及大灣區發

展，香港特首也透露稍後將上京與部委磋商支持香

港經濟加快復甦及兩地金融互聯互通的政策，消息

刺激昨日港股 A 股齊升。恒指急升 530 點或

2.2%，收報24,649點，「ATMX」、內銀股及深

圳概念股炒上。同時，資金繼續流入本港，港元強

勢觸發金管局再接錢逾67億港元，近兩周以來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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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昨日焦點為習主席到訪深圳，激發投資者對中國將推
出更多政策推動深圳發展的憧憬，同時也利及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昨也宣布，把原定於周三發布的施政報告推遲，原
因是本月下旬她將上京與部委磋商支持香港經濟加快復甦及兩
地金融互聯互通的政策，她希望在報告中納入來自內地的措
施。消息帶動昨日A股港股齊升，港股高開高走，最多曾急升
583點高見24,702點，收市仍漲530點報24,649點，升幅達
2.2%，剛好收復50天線(24,649點)。
除恒指外，國指也漲2.7%，雙雙創下9月以來高位。內地投
資者通過「港股通」的淨買入金額，亦為7月份以來最高。主
板成交額顯著回升至近1,403億元，創三周以來最多。內地A
股全線向好，當中深指升幅更達3.2%，深圳概念股亦向好。

內銀券商保險股齊爆升
凱基證券亞洲分析師陳樂怡表示，內地發布未來5年深圳綜
合改革方案，以推動更高水平的深港合作，增強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方案將支持深圳在資本市場建設上
先行先試，預計利好中資股及港股表現，券商股或會直接受
惠。證券股昨日普遍向好，而內銀和保險股亦大漲。招商證券
(6099)升逾6%，建行(0939)、工行(1398)、光行(6818)都升逾
5.5%，太保(2601)及新華(1336)升近4%。

深圳概念及科技股受捧
深圳概念股向好，深控(0604)大升8.3%報2.6元，深圳國際

(0152)亦升6.2%，深高速(0548)升3.4%。另外，深圳為中國的
科技重鎮，科技股也普遍向好，令恒生科指急升3.3%報7,748
點。新經濟股中，小米(1810)爆升8.4%，成升幅最大藍籌，基
地主要在深圳的騰訊(0700)也升3.2%，阿里巴巴(9988)升2%，
美團(3690)曾創282元上市新高，收市仍升2%。晶片股也有買
盤吸納，有消息指中芯(0981)國產化芯片有進展，中芯AH股
一起大漲，H股大升11.5%，華虹(1347)亦漲12.6%。

金管局再接錢67.43億元
資金持續流入香港，金管局昨再接錢67.43億元，是自9
月30日以來單日最多。今次入市後，銀行體系結餘在周三
將增至2,868.82億港元。工銀國際研究部執行董事兼策略師
邱志承在一份評論中指出，全球疫情已開始秋冬季爆發，料
聯儲局中的「鴿派」會繼續佔據「上風」，這使得港股的流
動性會繼續寬鬆。事實上，全球股市上周已大幅反彈，MS-
CI全球指數目前已近年初高點，商品價格也明顯回升，在
此背景下，他相信在流動性續寬鬆，人民幣與港元也有不小
的升值壓力，港股的機會將大於風險，港元也會偏強。金管
局自今年4月以來，強方保證已被觸發了約60次，累計有超
過2,000億元資金流入港元體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 港股昨日上升港股昨日上升
動力強勁動力強勁，，成交急成交急
升至近升至近 11,,403403 億億
元元。。 中通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方案火熱
出爐；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吸引中
長期資金積極入市；央行下調遠期
售匯風險準備金率至0，緩解了人民
幣快速升值帶來的緊縮預期；多個
重磅利好推升10月A股繼續放量大

漲。在深圳概念率先沸騰帶動下，
深成指和創業板指分別放量暴漲
3.15%、3.91%，滬綜指升幅亦有
2.64%，站上3,300點整數關口。兩
市總成交9,714億元（人民幣，下
同）大增三成。北向資金繼上周五
淨流入113億元後，昨日再大幅淨流
入135億元。

中央發布《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
施方案（2020-2025年）》，賦予深
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
自主權，支持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
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深
圳概念股順勢發力，廣東板塊中，珈
偉新能、藍海華騰、航新科技、欣銳

科技、四方精創、廣哈通信、建科
院、英可瑞、友訊達、易事特等10股
飆升20%。
市場連續大漲後，投資者士氣大

漲，有機構相信牛市已到。不過野
村東方國際證券提醒，A股反彈在一
定程度上是對休市期間海外市場表
現的補漲，建議中性看待A股近期的
反彈機會，分清基本面驅動的反彈
和情緒驅動的反彈，並盡量規避波
動性更高的後者。

多個重磅利好 A股放量急漲

深圳將落實數字人民幣測試，推動
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和國際合作。數字
人民幣是中國促進消費、刺激經濟、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手段，香港
作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又是粵
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一員，應該積極爭
取充當數字人民幣的境外試驗場，從
而促進本港電子支付領域的進步，更
在國家金融進一步改革開放中扮演重
要角色。

數字人民幣與紙質人民幣都是法定
貨幣，民眾只要在手機上下載數字人
民幣錢包，無須連結銀行賬戶或綁定
銀行卡，就能如同現金一樣消費交
易。數字人民幣採用「離線技術」，
使用者以手機相互碰撞就能轉賬或支
付，沒有網絡也能使用。目前深圳市
羅湖區已推出了千萬元規模的數字人
民幣抽籤活動，抽出 5 萬名市民和
3,300 多商家參與測試，初步反應很
好，認為使用方便快捷。

專家普遍認為，數字人民幣具有劃
時代的重要意義。對內方面，數字人
民幣可維護法定貨幣地位，提升貨幣
流通速度和貨幣政策的執行效率，亦
可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防範
和打擊洗錢、恐怖融資和逃稅等違法
犯罪行為。對外方面，數字人民幣可
以打破美元在國際支付的壟斷地位，
擺脫對由美國主導的SWIFT支付交易

系統的依賴，提升中國的金融、經濟
安全保障。

事實上，目前全世界約有80%的國
家中央銀行已經展開對數字貨幣的探
索，正計劃推出央行數字貨幣的國家
包括美英法德、日韓、瑞典、新加坡
等。中國自2014年便開始着手研究數
字貨幣，是全球推進法定數字貨幣最
領先的國家之一。

今年8月，國家商務部發布了《全
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
案》，指出將在京津冀、長三角、粵
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地區
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當時本港金發
局已經表示，本港將在人民幣國際化
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現時可先作沙盒
試行和進行主題研究。本港曾經在八
達通的電子支付先行一步，可惜近年
在金融科技、移動支付的發展落後
了，現在更應該抓緊與內地深度融入
的機會，爭當數字人民幣的首個境外
試點，助推本港金融科技、電子支付
現代化、普及化，以免本港金融優勢
在激烈科技競爭中失色。

本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
心，亦是國家不可替代的國際金融中
心，毋庸置疑需要在推廣數字人民幣
進行境外交易中發揮重要作用，為增
強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作出積極貢
獻。

香港要爭當數字人民幣境外試驗場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布押後發表新年度施政報告，

並表示將於本月下旬前往北京參與中央部委協調會
議，爭取中央支持提振本港經濟紓解民困。內地成功
控疫後，經濟強勁反彈，作為本港發展最強而有力後
盾的作用更顯著；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參加深圳經濟
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港深合
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向高層次方向發展，為本港
未來發展帶來巨大機遇。本港經歷修例風波、新冠疫
情的雙重打擊，要重振經濟、改善民生，更離不開中
央的全方位支持，更需要與內地緊密合作。在此大背
景下，特首林鄭月娥先和中央有關部門充分協商和落
實挺港措施，相信可令施政報告的振經濟、惠民生措
施更豐富、更實在、更具針對性，更能有效解決本港
面臨的困難。押後公布施政報告，不失為明智、務實
的決定。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大多數國家或地區仍受疫情困
擾，外圍經濟復甦步履艱難，唯有中國嚴控疫情後，
經濟V形反彈，由今年第一季急速下跌6.8%，到第二
季已經轉為上升3.2%，剛結束的國慶中秋黃金周，全
國共接待國內遊客6.18億人次，旅遊收益達到4,543.3
億元，儘管仍未完全恢復到去年同期的水平，但數據
顯示出內地的經濟、消費已呈現令世界艷羨的回穩跡
象。市場普遍預計，內地第三季經濟增長會進一步加
快。香港經濟發展與內地密不可分，此時此刻，更需
要積極主動考慮把內地經濟迅速反彈的「活水」引向
香港。

日前，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實施
方案正式出爐，國家主席習近平明日將出席深圳經濟
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對國家發
展包括大灣區建設、深港合作等作出重大部署。今年

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深
圳先行示範區建設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
深圳正在實施一系列務實創新的改革舉措，中央支持
深圳推進更高水準的深港合作、增強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將是其中的必然方向，這對香港疫後重建經濟、
擺脫困局是重大利好，香港當然要把更高水準的深港
合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具體政策措施寫入施政報
告，作為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有力支撐。

過往每當香港遭遇重大挫折，中央都不遺餘力地推
出重大舉措，支持香港克服困難、轉危為機，包括
2003年落實CEPA和「個人遊」，2008年全球金融風
暴後推出系列惠港措施。如今香港面臨的挑戰較以往
更嚴峻，不單有經濟復甦乏力、財政壓力沉重的問
題，而且有內外勢力干擾的政治因素，要擺脫困境、
重新出發的阻力和困難更大，香港更加需要中央的堅
定支持、鼓舞士氣、增強信心，令香港社會各界齊心
協力排除干擾，集中精力求穩定、謀發展，推動香港
重回正軌，不斷鞏固由亂轉治的良好局面。

林鄭月娥表示，尋求中央支持的措施涵蓋範圍非常
廣泛，包括落實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商貿及專業服務，
聚焦金融創科發展。另外，香港如何盡快控疫、恢復
與內地正常通關交往；以及香港如何把握國家「十四
五規劃」的機遇，對香港經濟發展影響都舉足輕重。
因此，林鄭月娥和中央有關部門詳細討論，決定挺港
的具體措施，迅速轉化為可操作的行動清單，豐富施
政報告的內涵，成為帶領香港走出困局、實現再出發
的行動綱領。從這個角度來看，押後公布施政報告符
合香港的發展需要和整體利益，相信大多數港人會理
解、支持，也對獲中央強力支持的施政報告充滿期
待。

爭取中央全面支持 施政報告更加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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