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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持續復甦，融資需求不減，支撐9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和新增社會融資

規模雙雙超預期。人民銀行昨發布的數據顯示，9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9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比上月多增6,200億元；新增社會融資規模3.48萬億元，環比

小幅下降1,000億元，但同比多9,630億元。人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表示，

當前全社會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而非偏快，在支

持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背景下應允許宏觀槓桿率階段性上升。

力撐復甦 內地信貸全線超預期
新增社融3.48萬億 三季度GDP增長料提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上月新增信貸和新增社融均大幅高於預期，此前市
場預估，9月新增信貸約1.7萬億元，新增社融約3

萬億元。廣義貨幣M2增速也高於市場預期，9月末為
10.9%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個和2.5個百
分點。阮健弘在央行發布會上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對實
體經濟貸款接近去年全年水平，信貸和社融保持了合理
增長。

企業中長期貸款增速續加快
從季度數據看，央行數據顯示，前三季度，人民幣貸
款增加16.26萬億元，接近去年全年16.81萬億元的水
平，同比多增2.63萬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
加6.12萬億元，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10.56萬億
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2.71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

7.25萬億元。
阮健弘表示，企業中長期貸款增速從3月開始持續加

快，9月末餘額增速14.8%，為2018年以來最高，貸款
結構優化。截至9月末，不含房地產的服務業中長期貸
款餘額增長17.3%，增速比上年末提高3.6個百分點，
也是2018年以來最高點。企業中長期貸款增多，十分
有利於經濟成長的恢復。在社會融資方面，數據顯示，
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9.62萬億元，比上
年同期多9.01萬億元。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
貸款增加16.69萬億元，接近上年全年16.88萬億元的水
平，同比多增2.79萬億元。市場分析指，9月新增社融
小幅下降主要因為政府債券淨融資和企業債券淨融資下
降，企業信貸需求仍在上升。
阮健弘分析社融數據表示，前三季度金融機構加大對

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同時，實體經濟從債券市場
和股票市場獲得的直接融資大幅增加。前三季度企業債
券淨融資4.1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1.65萬億元；企業
境內股票融資6,099億元，比上年同期多3,756億元。
此外，金融體系配合財政持續發力，政府的債券融資
力度很大，前三季度政府債券淨融資6.73萬億美元，比
上年同期多2.74萬億元。

提升宏觀槓桿率撐實體經濟
阮健弘還說，今年受疫情影響，宏觀槓桿率會出現階

段性上升。當前面臨特殊情況，宏觀槓桿率提升適應宏
觀政策，是支持疫情防控和國民經濟恢復的一個體現，
應當允許宏觀槓桿率階段性上升，擴大對實體經濟的信
用支持。目前這一政策已取得顯著成效，突出體現就是

國民經濟穩步增長。二季度內地GDP增長實現正增
長，預計三季度GDP增速進一步提升，這也為未來更
好保持合理的宏觀槓桿率水平創造了條件。

復甦勝預期 IMF上調GDP至增1.9%
市場普遍預計，四季度貨幣政策不會明顯收縮。實際
上，央行7月以來一直明確表示貨幣政策要回歸正常，
但社融及貨幣投放M2、M1增速一直保持高位，顯示實
體經濟融資需求旺盛，加之月度高頻數據，如PMI以及
機械品銷量等，都顯示中國經濟恢復比預期要快。
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
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但
同時上調中國經濟增長0.9個百分點至1.9%，是今年唯
一實現正增長的全球主要經濟體。

■內地前三季
度社會融資規
模增量累計為
29.62 萬 億
元，其中對實
體經濟發放的
人民幣貸款增
加16.69萬億
元，接近上年
全年16.88萬
億元的水平，
同比多增2.79
萬億元。圖為
一汽大眾長春
總裝車間。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颱風過後
港股昨日表現反覆，恒指收報24,667點，升
17點或0.07%，成交大增至1,543億元。市
場繼續炒作深圳板塊，重磅股騰訊（0700）
昨一度高見574元，創歷史新高，收報573.5
元，升2.96%；其他新經濟股亦向好，美團
點評（3690）一度高見283.6元，創歷史新
高，收報 278.4 元，升 1.16%；阿里巴巴
（9988）亦曾高見298元，創歷史新高，收
報297.6元，升1.92%；小米（1810）收報
23.25元，升2.42%。

劉熾平仍持近312億元騰訊股份
騰訊執行董事兼總裁劉熾平則趁股價高位
減持持股，於上周四五套現約2.68億港元，

為近三個月來首次。兩次減持後劉熾平仍持
有約5,439萬股騰訊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
本0.57%，以昨天收市價573.5元計，市值近
312億元。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國家領導人力挺深
圳與科技及產業創新發展，是昨日「AT-
MX」全線上升、部分公司甚至再創歷史新
高的主要原因。長遠而言，他仍看好「AT-
MX」等內地科技股的表現，其中總部位於
深圳的騰訊可睇高一線，但短期不排除會出
現獲利回吐。展望後市，黃德几認為由於外
圍因素，例如美國總統大選形勢與中美關
係，仍然相當不明朗，因此他認為短期內
25,000點是恒指的阻力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 東風集團 (0489.HK) 回
歸A股迎來重要進展。深圳證券交
易所表示，已受理東風集團股份公
司創業板首次公開發行（IPO）的
申請，預計融資規模顯示為210.33
億元(人民幣，下同)該規模將刷新創
業板註冊制的最高募資紀錄。

融資或逾210億 刷新創業板紀錄
東風集團股份早前公告稱，計劃
在深交所創業板發行A股股票，募
集資金將用於全新品牌高端新能源
乘用車項目、新一代汽車和前瞻技
術開發等項目。倘若東風集團登陸
A股，將成為繼比亞迪、廣汽集團

和長城汽車後，第四家A+H股的整
車製造企業。
至於滬深A股大市，受地產股下

跌及獲利了結影響而收低。滬綜指
報3,340點，跌18點或0.56%；深成
指 報 13,691 點 ， 跌 107 點 或
0.78%；創業板指報2,764點，跌20
點或 0.74%。兩市共成交8,276億
元。地產股表現落後，因政府實施
新的債務比率限制，令地產業者面
臨更大壓力，滬深300地產指數收
跌1.21%；農產股近期大漲過後面
臨獲利了結，也給大盤造成打擊，
農業類股下跌1.4%。
昨日舉行的2020年北京國際風能

大會上，400餘家風能企業聯合發

布了《風能北京宣言》，倡議在
「十四五」規劃中，須為風電設定
與碳中和國家戰略相適應的發展空
間，保證年均新增裝機5,000萬千瓦
以上，2025年後中國風電年均新增
裝機容量應不低於6,000萬千瓦，到
2030年至少達到8億千瓦，到2060
年至少達到30億千瓦。

憧憬發展 風能板塊齊飆
風能板塊「聞風」逆市漲近2%，

多隻個股飆升，泰勝風能、雙一科
技漲20%，金雷股份漲17%，易事
特升12%，大金重工、東方電纜、
金風科技、天順風能、吉鑫科技漲
10%。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電報道，中國財政部啟動60
億美元境外主權債券發行。消息稱，此次發行的美元
債包括3年、5年、10年和30年4個期限，同時公布
了初始價格指引，其中10年期利率區間為美國國債+
75個基點（bp）。消息人士表示，此次發債將首次
允許美國機構投資者參與。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截至香港時間昨日16:30，

這筆發債交易吸引了約280億美元認購，即是獲得逾
3.6倍的超額認購，預計晚些時候定價。這已是中國
連續第四個秋天發行美元債，部分較短期債券初步價
格指引的殖利率溢價低於上次。

吸引約280億美元認購
財政部這次是首度向廣泛的美國投資者開放其美元

債發行交易，這可能使其投資者基礎多樣化，並消減
信貸市場中對脫鈎的擔憂。該交易勢將包括中國首次
發行144A債券，以及先前發行過的S規例優先債，
從而使其面向的潛在國際投資者範圍比去年發行60
億美元債和40億歐元債券交易更大。

首度向美投資者開放
路透社引述發行文件並顯示，除10年期外，此次

3、5、30年期美元債的發行利率區間分別為美債+
50bp、美債+60bp和美債+110bp，定價結果將在稍
晚確定。
評級機構惠譽此前稱，已經給予中國擬發行的美元

債券A+評級，評級展望為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對餐飲
業衝擊嚴重，不少餐飲店相繼倒閉結
業，繼續做生意的也「縮皮」度日。
不過，麥當勞中國CEO張家茵近日表
示，麥當勞中國不僅沒有縮減門店計
劃，還將繼續在華大幅擴張餐廳數
量。
張家茵表示，2020年麥當勞中國在
華的開店計劃沒有變化，今年將至少
新開430家餐廳，招聘18萬名員工。
數據顯示，麥當勞的中國餐廳顧客

數量正在慢慢回暖。
張家茵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認

為，麥當勞中國之所以能繼續在中
國擴張門店，並保持原來的戰略計
劃，主要得益於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
控制取得的顯著成效。疫情讓麥當勞
對中國市場更有信心。

疫情受控 繼續擴店計劃
張家茵說，中國控制疫情以及恢復

國民經濟生活發展的速度令世界矚

目，讓企業因此受益，值得全球其他
國家和地區學習和借鑒。麥當勞在中
國的業務正處於恢復期，餐廳人流正
在慢慢回暖，一天比一天好。

力拓內地三線城市餐廳
「麥當勞在中國到 2022 年達到

4,500家門店的願景沒有改變，有機會
的話，我們還會加速。」她表示，經
過這次疫情，麥當勞對中國經濟的長
遠增長及市場更加有信心。

短期來看，餐飲行業受到很大挑
戰；但長期來看，對中國市場充滿信
心。
麥當勞還要更「接地氣」。張家茵

說，下一步，麥當勞新開餐廳大部分
會在三線城市，麥當勞希望可以加快
下沉的速度和布局。中國的大趨勢就
是消費增長，民眾生活還會不斷提
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個
願望一直在，中國也有實力去實現這
個願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金
管局前總裁陳德霖退任後，終於有最新
動向，他最近成立圓幣錢包公司，並出
任董事會主席。陳德霖透露，公司將以
金融創新建造圓幣錢包系統，為市場提
供解決方案，尤其協助跨境貿易企業解
決跨境支付難和慢問題，同時方便企業
管理外匯風險。

冀改善貿易跨境支付
據悉，圓幣錢包目前正招攬核心團隊

和建設科技平台，希望可以盡早將項目
落地和推出。而據該公司介紹，圓幣錢
包是為了支持貿易企業支付之用，除了
貿易支付常用的幣種，亦會推出一個以

區內多種貨幣合成的記賬和支付單位
「圓幣」，相對於使用單一外幣作計價
和結算而言，「圓幣」將有助亞洲地區
的外貿企業管理外匯風險。

5主要投資者 各持股約20%
而該公司有5個主要投資者，各佔約

20%股權，分別為總部在深圳南山區的
璀璨資本、Dragongfly Round L.P.、
Eminent Vision Limited、 HashKey
Holdings Limited及眾安旗下的Zhon-
gAn Digital Asset Group Limited。
陳德霖去年退任金管局總裁，他10年

任期之內，除了多次為樓市加辣，任內
亦有積極推動香港向智慧城市邁進，當

中最矚目可謂金管局2017年底推出「七
大招」，包括引入快速支付系統「轉數
快」、虛擬銀行等多項突破性政策，至
今多項措施已順利落地。

東風申上創板 車企股或再添白馬

麥當勞中國：繼續擴張在華餐廳數量

深圳概念領跑 騰訊創新高

外電：財政部60億美元債
超購逾3.6倍

陳德霖成立金融科技公司

■ 深交所表示已受理東風集團股份公司創業
板首次公開發行的申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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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霖最近成立圓幣錢包公司，並
出任董事會主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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