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巴開通當日，市民乘坐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
道）比亞迪（1211.HK）在交通領域
持續發力，繼供巴西巴伊亞州的跨海
雲軌列車月初下線後不足十天，其獨
立自主研發的「雲巴」昨日在重慶璧
山區開通全球首條示範線路，初期投
入運營15輛，標準載客為70人。隨着
該線路日常運營，比亞迪將在重慶璧
山建立雲巴研究總院和智能製造基
地，一步步實現比亞迪總裁王傳福年
初的「電動車治污、雲巴治堵」綠色
大交通願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體驗了充滿
科技感的「雲巴」，這輛外形酷似毛
毛蟲、僅兩個車廂的小型有軌電車，
擁有「超級大腦」般的智慧調度深度
集成智能系統，實現了人臉識別、無
人駕駛、自動診斷、自動休眠、自動
喚醒等諸多黑科技功能。譬如乘客乘
坐前，只需要在手機上下載「雲通
行」App提前預約出行需求，進站時
刷臉即可暢行。

可自動診斷兼無人駕駛
此外，每日清晨它會自動「清
醒」，在完成牽引、掣動、車門、照
明、電池、空調等多項自動診斷之後

開始自動運行，在完成既定工作後自
動「回家」和「休眠」；它還有智慧
調度系統，能夠無人駕駛並全局感
知、全局協同，實現更準確的分析研
判和綜合調度。
「雲巴就像是空中的軌道巴士。」

重慶雲巴軌道交通運營管理公司副總
經理梁利仲介紹，「雲巴」採用車載
電能驅動，具有震動噪音小、爬坡能
力強、成本低等優點。他又指，「雲
巴」是比亞迪歷時7年打造而成、具
有100%自主知識產權的立體智能交
通系統，比亞迪掌握軌道驅動、電
機、電控、車身、底盤、轉向架、軌
道樑、列車安全防護、列車自動駕
駛、工業自動化控制、綜合承載網
絡、系統集成與聯動等全產業鏈核心
技術，可獨立完成整車、軌道、車站
及全自動運行系統等各項建設，實現
自主研發生產。
現場比亞迪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雲
巴定位為三、四線城市的運營或一、二
線城市的輔助線，解決小運量出行，而
此次開行的璧山「雲巴」項目亦不在重
慶主城，其示範線全長15.4公里，共設
車站15座，起點位於璧山高鐵站前廣
場，終點在重慶地鐵1號線璧山站。

比亞迪雲巴示範線在渝開通
◀比亞迪雲巴全
球首條示範線路
在重慶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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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昨發布互聯網平台企業
向社會公開《依法合規經營承諾》（第三
批），平台包括愛奇藝、貝殼找房、當
當、多點、去哪兒網、搜狗、58同城、餓
了麼、閱文、阿里、貝貝網11家，至此
參加13日互聯網平台企業行政指導會的

34家平台企業均向社會公開了合規經營承
諾書。
阿里巴巴、閱文、愛奇藝等11家企業

承諾反壟斷。阿里巴巴在承諾書中表示，
全面規範企業競爭行為，不實施「二選
一」、協議壟斷等排除、限制市場競爭行
為；依法進行經營者集中申報；不利用技

術手段、平台規則和數據、算法等手段實
施不正當競爭和不正當價格行為，依法規
範廣告經營活動，共同營造公平、有序、
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嚴格依照相關法律
規範，加強合規體系和治理體系建設。並
再次表示，將不斷降低中小商家的平台經
營門檻。閱文在承諾反壟斷的同時，強調
「嚴格履行知識產權保護義務，針對侵犯
知識產權行為採取必要措施並積極協助執
法查處。」

第三批網企承諾依法合規經營

●銀保監會召開一季度行業運行情況發布會。左二為銀保
監會副主席肖遠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受年報延期披露及重組前景不明等影響，中
國華融（2799.HK）境外債券持續暴跌。
銀保監會昨日回應表示，華融公司延遲刊發
2020年度業績並發布有關停牌公告，主要
原因是相關交易尚未確定，外審機構需要更
多的資料和時間完成審核程序。目前，華融
公司經營正常，流動性充裕。

年報審核工作將盡快完成
銀保監會強調，華融公司作為香港H股

上市公司，嚴格遵守香港聯交所相關交易
規則，依法如實進行信息披露。一些子公
司正在陸續發布各自年報。華融公司正積
極配合審計師，以盡快完成年報審核工
作。相關審計工作完畢後，將依法適時進

行信息披露。
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在

銀保監會一季度行業發展情
況發布會上表示，當前幾家
資產管理公司經營穩定，主
要經營指標、監管指標處於
正常的合理區間。
對於近期開展經營貸核

查，肖遠企表示，銀保監會
一直堅持貸款必須進行「三
查」，即進行「貸前調查、
貸時審查、貸後檢查」。貸
款用途必須與申請貸款時簽訂合同的內容
一致，否則就是違規，破壞了合同約定。
如果經營貸確實用於生產經營活動，監管
部門是鼓勵銀行進行放貸的；如果把生產

經營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或其他方面，
都是違規的，監管要求必須糾正；銀行有
義務、有責任進行貸後跟蹤，這一點沒有
任何執行上的折扣。

銀保監：華融經營正常流動性充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證監發行部副主任李維友昨天在發布
會上透露，證監會已修訂《科創屬性評價指
引（試行）》。據其表示，這次完善科創屬
性評價指標體系的主要思路有四個方面：一
是進一步強化了科創板姓「科」的定位，新
增研發人員佔比10%的常規指標；二是建
立清晰可操作的負面清單，嚴格限定科創板
的行業領域，積極支持新一代信息系統、高
端裝備等六大行業領域的硬科技企業在科創
板上市，對金融科技模式創新等類型的企
業，根據企業科創屬性情況，從嚴把關，限

制在科創板上市，禁止房地產和主要從事金
融投資類業務的企業在科創板上市；三是充
分發揮交易所科技諮詢委的作用；四是突出
定性和定量綜合研判，嚴防研發投入注水、
突擊購買專利。

數據亮麗 A股氣氛回暖
內地一季度GDP同比勁增18.3%，帶

動市場情緒回暖，滬綜指乘勢收回3,400
點關口，收報 3,426 點，漲 27 點或
0.81%；深成指報13,720點，漲40點或
0.3%；創業板指報2,783點，跌 7點或

0.26%。兩市共成交 6,921 億元（人民
幣，下同），當日北向資金淨買入71.53
億元。賺錢效應回歸，兩市約3,400隻個
股上漲。本周滬綜指累計跌去0.7%，深
成指周跌0.67%，創業板指平收。
數字人民幣試點滿一周年，相關應用正

在加速落地，昨日春秋航空上海飛往深圳
的航班獲得一筆560元的數字人民幣購票
訂單，標誌着數字人民幣在內地民航正式
開啟運作。數字貨幣拉升近5%，其中新
開普暴漲17%、旗天科技漲14%，廣電運
通、御銀股份漲10%。

房地產金融投資企業禁上科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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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勸大家不要買房，開發商真

的盡力了。」近日上海樓市出現一個奇

怪現象，就是售樓處勸退想買房子的

人，有購房者說，樓盤有售樓人員用

天價5,000萬元（人民幣，下同）驗資

嚇退人，有些冷漠對待購房者，有的

甚至還玩起失蹤。房地產分析人士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這些匪夷所思

的操作背後，有着規避調控政策的目

的：因為目前上海實行積分搖號制

度，開發商為了避免觸發搖號和限

售，開始大力篩選客戶，對不符合條件

者，就設置重重障礙讓他們知難而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樓盤怪招趕客避搖號
勸退首次購房客 看樓需有5000萬

上
月
62
城
新
房
售
價
續
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樓市繼續升
勢，國家統計局昨發布內地70
個大中城市房價數據顯示，3
月份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創近
一年來新高。環比看，62城新
房價格上漲；58城二手房價格
環比上漲，廣州、北京漲幅最
大，較2月漲1.4%。深圳因推
行二手房新政，二手房價環比
漲幅收窄至0.4%，不過與去
年同期相比仍漲14.6%，漲幅
全國最大。
同比來看，65城新房價格

上漲，銀川漲幅14.1%，34個
城市新房價格同比漲幅超過
5%；常德、太原、安慶、牡
丹江和北海5城新房價格同比
下降，北海降幅達4.4%。50
城二手房價格同比上漲，深圳
漲14.6%，廣州、寧波、銀川
分 別 漲 11.5% 、 10.5% 和
10.4%，北京漲9.9%。

調控顯效 深二手漲幅收窄
深圳二手房價格環比漲

0.4%，漲幅排名也從1月份的
第 1位下降到 3月份的第 30
位，調控效果顯著。今年2月
8日深圳發布《關於建立二手
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制的

通知》，正式建立二手房成交
參考價格發布機制。中原地產
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深圳
房價漲幅放緩是因為二手房全
面限價，指導價影響了高價二
手房信貸，短期抑制了房價數
字。不過北京、廣州、上海3
月二手房價環比漲幅均在1%
以上。
另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一季度商品房銷售面積
為3.6億平方米，銷售額達到
3.8 萬 億元（人民幣，下
同），均創歷史同期新高，
同 比 分 別 增 長 63.8% 和
88.5%；期內房地產投資兩年
平均增長7.6%，與1、2月兩
年平均增速持平。雖然受制於
融資收緊，但房企到位資金同
比仍增長41.4%，兩年平均增
長10.4%。
展望未來，中指研究院預
計，一方面熱點城市政策仍
有加碼預期，部分城市政策
效果逐步顯現；另方面，中
央嚴查經營貸、消費貸違規
流入房地產市場，居民住房
信貸監管不斷從嚴，疊加去
年低基數效應減弱，未來全
國商品房銷售規模同比增速
將續收窄。

●國家統計局70個大中城市房價數據顯示，3月份房價上漲的城
市數量創近一年來新高。圖為山西太原。 中新社

「樓盤的銷售『呵呵』了兩聲，說我首付
少，還貸壓力會很大，『好心』勸我

不用着急買房，真是見鬼了。」方先生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期買房遭遇的怪事，他看
中上海嘉定某一手樓盤，已經準備了三成首
付並驗資（即看樓前需出示的資產證明）通
過，但在樓盤開始認籌的時候，銷售人員卻
偷偷屏蔽了他。「我是上海戶口、首套房、
積分70分，按照政策買房只需三成首付就可
以。」原本方先生滿心期待銷售通知認籌，
但銷售之後卻一直沒搭理他，直到他氣沖沖
地打電話質問銷售，對方卻說出上述一番讓
他不要買房的話來。方先生後來反覆思索，
認為問題是出在首付上。「銷售問我首付準
備了多少，我回答三成到三成半，銷售問可
以拿出五成以上首付嗎，我表示有些困難，
之後對方就勸我不要買了。」

開發商「玩失蹤」關售樓處
售樓人員勸人不要買房，這並不是上海

某一家開發商的魔幻操作。記者了解到，
最近一兩個月，越來越多樓盤用各種奇怪
的方法阻止大家看房買房。某中介公司一
位新房組的員工向記者表示，近期的確很

多開發商在「勸退」購房者，有些豪宅祭
出的大招就是天價驗資。「我做的幾個外
灘新房項目，其中兩個都通知我要5,000萬
元的驗資條件。有些稍好一些，但也要
1,000萬元的驗資。」據了解，去年很多豪
宅對看房的人來者不拒，甚至不需驗資即
可看樣板房。但如今這些驗資條件，已經
成功嚇退很多購房者。
和購房者「玩失蹤」，亦成為開發商最近

頻頻操作的動作。包括徐匯濱江、浦東川
沙、寶山大華、嘉定江橋等多個板塊，很多
新盤都相繼關閉了售樓處和樣板房。

篩選客戶免觸發積分制
對於上述購房「怪現象」，易居研究院智庫

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向記者表示，「勸退購房
者這種行為和市場交易邏輯相悖，房企之所以
要採取此類做法，就是因為一旦認籌比例超過
了1：1.3，就會按積分制落實優先購房的政
策。」據了解，上海2021年2月6日公布的搖
號細則規定，新房認籌比超過1：1.3，將開啟
積分搖號制。3月3日新政升級，按照優先購房
政策購買的新房實行限售5年。嚴躍進指出，
「根據優先購房的政策，此類樓盤後續會有限

售的規定，進而使得後續房子轉手會比較困難，
導致房屋認購的性價比大減。」
如此一來開發商只能挑選客戶，首付越高

者越能讓開發商心儀，首付低者則會被列入
「勸退」名單。「現在開發商既想造日光
盤，但又怕觸發積分制，所以就必須精準挑
選客戶，篩除不符合他們期望的。」

富豪私下巨款認購房源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徐匯有個豪宅盤拆

除了售樓處，成功阻止了開發商不想要的認
購者找上門，對於他們精挑細選的客戶則單
獨通知付款認籌。「當時就是一群富豪，手
握上千萬元巨款躲在一個毛坯水泥大廳裏完
成了認購，那個盤252套房源，266組客戶認
籌，因認籌比不足1：1.3，開發商精準地賣光
了房子又未觸發積分制。」
嚴躍進認為，房企寧可勸退購房者，也

不願意觸碰積分制，這說明企業自身有很
多想法或無奈。但開發商首先需要遵守上
海的既有規則，如果確實有各類壓力，不
妨積極反饋到政府部門。同時，監管層亦
要積極調研，研究房企和購房者的訴求，
真正解決問題。

●近日上海各個售樓處都有售樓人員勸退想買房子的客人，有些冷漠對待購房者，有的新盤
甚至關閉了售樓處和樣板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