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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速遞

港泰跨境外匯交易網啟用

兌美元創逾4個月新高 分析員：觀望情緒仍濃
購匯減 人幣再炒升值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人民幣兌美元

28日收盤價創逾4個月新高。中間價連續第4日

走弱，但盤面上購匯減少而結匯壓力有所加重，

使升值壓力較此前增加。不過。市場的觀望情緒

仍然較濃，對於短期升值是否持續觀點存在分

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中國國家工商總局人員28日突
赴微軟中國位於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四地辦公室調查。有
消息人士透露，國家工商總局很可能正就微軟在操作系統市場
的壟斷啟動正式調查。
而此前，中國政府在政府集中採購目錄中「封殺」了微軟的

Win8操作系統。
分析人士指出，Win8被禁或出於安全考慮，中國政府正凸
顯其對信息安全的高度重視。
據內地媒體消息，有可靠的消息人士28日透露，微軟中國

四家內地分公司突然被調查。微軟中國內部人士隨後也向媒體
證實了這一消息。
該消息人士表示，國家工商總局很可能正就微軟在操作系

統市場的壟斷啟動正式調查。此前，國家工商總局差不多同一
時間對微軟、高通兩家公司進行過反壟斷調查，現在可能是進
入正式程序。
據了解，已被媒體披露的高通專利壟斷案也是由調查辦公室

開始。
對於國家工商總局的突然造訪，微軟中國在發給媒體的簡短
聲明中表示：我們致力於創造產品來滿足客戶對功能、安全和
可靠的要求。我們會積極配合政府部門的調查，並回答相關問
題。

禁裝Win8護網絡安全
微軟中國與國家工商總局在過去幾年裡一直非常「密切」。

國家工商總局曾幫助微軟中國開展過多起知識產權維權活動，

微軟高管還專程拜訪過國家工商總局，表達感謝之情。
然而，今年微軟在中國發展卻並不順利。此前，中央國家機
關政府採購中心發出過一則重要通知，其中明確提出，「所有
計算機類產品不允許安裝Win8操作系統。」 雖官方未證實禁
裝緣由，但多數業內人士認為，禁裝Win8是出於網絡安全考
慮。
參與中央政府採購的企業高管則對媒體透露，Win8被封

殺，是因為政府採納了中科院院士倪光南的建議，認為Win8
「不安全」。稜鏡門事件後，倪光南曾以Win8採用了不安全
技術架構為由，呼籲中國政府以及重要行業不宜採購微軟
Win8。

建國產電子政務系統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政府當前對信息安全的重視程度空

前，對微軟Win8說「不」，可能只是具體行動的一個開始。
而為應對日益突出的信息安全問題，中國政府也在積極發展
「具有良好替代性」的國產智能終端操作系統。
據了解，去年工信部組織了聯想、華為和中興等多家國產企
業有意組建一個電子政務信息安全體系，為政府辦公提供終端
安全、通信安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等多層面全套解決方
案。
該項目已於去年9月立項，今年2月完成試點工作，不過目
前尚無推廣日程表。

中國工商總局突查微軟四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香港金管局與

泰國中央銀行28日聯合宣布，香港美元即時支
付結算系統與泰國泰銖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BAHTNET）之間新設的跨境外匯交易同步交
收（PvP）聯網已正式啟用。這項PvP聯網在泰
國及香港兩地分別由泰國央行及香港銀行同業結
算公司運作；後者是負責運作香港銀行同業結算
系統的機構，由金管局及香港銀行公會各擁五成
股權。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監會28日披露的數據顯
示，截至今年5月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
資產總額達159.6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
速達14.4%；同期負債總額148.47萬億元，增速
達14.1%；資產和負債總額的增速均創下年內新
高。
另據路透社電， 中國銀行業協會最新報告
稱，截至2013年末，中國18家商業銀行托管資
產規模為34.98萬億元人民幣，按年增56.23%，
全年新增資產托管12.59萬億元。在經歷2009至
2012年四年高速增長後，2013年國內托管資產規
模增量創下歷年新高。

華銀境內資產總額達159萬億

台7月消費信心指數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媒報道，台灣有關部門28

日公佈，6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26
分，較5月增加2分，連續第五個月亮起代表「景
氣穩定」的綠燈，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台灣景
氣處在穩定復甦的軌道上，6月台灣金融面、生產
面指標大致穩定，市場信心調查持續樂觀，貿易
面、消費面以及勞動市場逐漸改善。預期7月景氣
燈號續亮綠燈。
同時，中央大學台經中心28日公佈7月消費者

信心指數（CCI）為 88.17點，比6月上升0.59
點，改寫調查以來新高，景氣回溫態勢明朗。中
央大學台經中心主任吳大任表示，6月信心指數創
新高主因是，看好台股行情，而7月CCI續刷新
則是因為看好未來經濟景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媒報道，中國正在鼓勵有
飛機租賃業務的金融機構到海外尋找發展和融資
機遇。
根據中國銀監會在其網站發佈的公告，金融租

賃公司設立的境內專業子公司註冊資本最低限額
為5000萬元人民幣或等值的可自由兌換貨幣，金
融租賃公司應持有多數股權。

華鼓勵金融租賃公司拓海外業務

掌握核心技術保信息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在中國政府採購拒

絕Win8、蘋果手機被曝留有「後門」，信息安全
問題再焦點。中國通信科技專家項立剛向本報表
示，內地面臨信息安全問題已非常嚴峻，除了手
機、PC（個人電腦）可能存在信息洩露問題，很
多企業使用的服務器、數據庫都是國外品牌，信息
安全也存在風險。國家必須加強對信息安全的重
視。
項立剛說，蘋果公司近日承認其產品系統留有
「後門」，可以搜集用戶的短信、照片等信息，
「這應該給我們敲醒警鐘，現在很多人都在用win-
dow操作系統，但我們還不知道是否存在信息泄露
問題。」
「現在我們很多企業使用的服務器、數據庫都

是國外品牌，比如銀行系統使用的服務器是IBM
的、數據庫是Oracle的，而產品與服務的對外依
賴，就很容易存在信息安全方面的隱患，從這個
角度說，我國的信息安全已是一個非常嚴峻問
題。」項立剛直言，美國對其盟友都在進行監
聽，因此，中國加強對信息安全問題的重視已經
刻不容緩。

香港文匯報訊 京東商城28日公布，從7月28日至30日開
啟微軟XboxOne遊戲主機中國版的預售。有關預售會通過騰
訊控股的移動社交網絡手機QQ和微信完成。騰訊擁有京東
17.6%的股權。自政府2000年下達遊戲機銷售禁令以來，微軟
XboxOne是首款在內地發售的遊戲機。中國電信周五發布聲
明稱，將從9月起開始在華獨家銷售XboxOne國行版。
去年9月，微軟與中國互聯網電視機頂盒製造商百視通達成

協議，在上海自貿區成立一間合資公司生產遊戲機。

東華軟件夥阿里拓雲業務
另外，東華軟件28日公告，其與阿里巴巴集團旗下阿里

雲計算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願意在雲計算、大數據
和智慧城市等領域廣泛開展合作，且此次合作非排他性合
作。
公告指出，東華軟件在浙江設立的控股子公司東華智慧城市

集團將承擔東華軟件與阿里雲全面合作的具體工作，共同為客
戶提供基於阿里雲計算平台的智慧城市、大數據業務的諮詢、
設計、建設、營運、應用開發等相關服務。
阿里雲成為東華軟件面向智慧城市、雲計算、大數據等業務

領域的重要合作夥伴。
另外，東華軟件、阿里雲雙方共同推進與合作領域相關的產

品培訓、生態系統建設、市場聯合營銷與拓展等工作。

京東借騰訊預售XboxO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中美光伏貿易爭端
再次升級。美國商務部近日對中國輸美光伏產品的
「雙反」調查作出傾銷初裁。
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負責人28日就此發
表談話指出，中方對美方再次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
雙反調查、放任光伏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做法表示
強烈不滿，並指出美方的做法是在濫用貿易救濟措
施。
據外媒報道，當地時間25日，美國商務部宣佈
初裁結果，認定從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進口的晶體
硅光伏產品存在傾銷行為。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
負責人就此發表談話稱，「美方無視事實及法律依
據，適用相互矛盾的原產地規則，對中國相同光伏
產品進行頻繁限制，這是對貿易救濟措施的濫
用。」
該負責人指出，光伏上下游產業依存度高，互補

性強，美方2012年對中國光伏產品採取的救濟措
施已嚴重干擾了光伏產品的正常貿易。頻繁採取貿
易救濟措施不能解決美光伏產業自身發展問題，希
望美方審慎處理此次調查，盡快終止調查程序，為
促進全球光伏產業創造良好競爭環境。
據悉，美國商務部將在12月15日之前對中國輸

美光伏產品的二次「雙反」調查作出終裁。

財政部曬國企家底總資產逾104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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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財政部企業司
28日公佈2013年中國國有企業財務決
算情況，這是中國國有企業「家底」
首次對外公開亮相，被業內視為出台
全面深化國企改革頂層設計的「築基
之舉」。
新華社報道稱，數據顯示，2013

年，全國獨立核算的國有法人企業
15.5萬戶，按年增長5.8%。
其中，中央企業5.2萬戶，按年增長

7.2%；地方國有企業10.4萬戶，按年
增長5.1%。
到2013年年末，全國國企職工人數

3698.4萬人，按年增長0.7%。其中，

中央企業 1762.9 萬人，按年增長
1.3%；地方國企1935.5萬人，按年增
長0.2%。
2013年，全國國企資產總額104.1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16.3%，地方國企佔大頭，總資產55.5
萬億元，按年增長20.4%。中國國企
負債總額 67.1 萬億元，按年增長
16.7%。

人民幣兌美元28日收盤價6.1863元，為3月17日6.1781
元以來新高。中間價開於 6.1 622 元，以收盤價計

算，價差縮窄至241個點子或0.39%，為3月14日156個點
子以來最低水平，這也顯示出市場貶值預期處於降溫狀
態。自 3月 17 日央行擴大日波幅至 2%以來，以日低計
算，人民幣即期成交價與中間價歷史最大價差為4月30日
的 1096個點子，相當於向當日中間價水平貶值方向偏離
1.78%。

資金湧入 淨結匯偏多
交易員認為，短期看美元賣壓較此前增強，且分紅購匯
減少，導致淨結匯較此前更為明顯。香港離岸市場資金湧
入，使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CNH）受追捧，而在離岸
聯動較為緊密，近期經濟面有回暖跡象使前期觀望的結匯
出現等，都是結匯偏多的原因。
一名外資行交易員提及，近期人民幣走升有大行交易行
為引導的成分，但整體上市場還是保持謹慎觀望的態度，
跟風的做法比較明顯。從昨日盤面看，開盤後兩三分鐘一
度沒有交易 ，直到做市商把價格拉到6.1870元左右，交投
才逐漸活躍起來。
該名交易員指出，市場上看到大行看空美元，價位都往
下做，但她認為，整體市場做空美元的情緒並不太濃，主
要擔心盤末會出現較大的美元買盤，使美元空頭陷於被
動，結匯的量並不大，這也是即期盤間陷於窄幅波動的原
因。

料與A股轉強關聯較弱
一股份行交易員說，近期購匯減少、尤其是央企付股息
的購匯沒有了，使市場又恢復淨結匯，感覺如果央行不干
預，人民幣會繼續升值的。
不過，另一外資行交易員認為，人民幣雖然短期連續升
值，但並不意味着會因此形成趨勢 ，相比之下市場觀望情
緒還是佔據主導，美元強勢也會構成阻力；與內地A股昨
天的強勢關聯可能比較弱，兩個市場的聯動在中長期會明
顯一些。
美元指數周一徘徊在六個月高位附近，本周的數據和央
行政策決議將決定，美元上周創下3月以來最強周線走勢
是否能在本周更上層樓。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行28日表示，該行和澳洲證券交易所
共同開發的人民幣清算系統在澳洲成功投產，人民幣成為第一
個納入澳洲本地清算系統的外國貨幣。

利中澳雙向貿易合作
中行指出，澳洲人民幣清算系統的推出，標誌着人民幣國際

化在澳洲邁出關鍵一步，將進一步便利中澳雙向貿易與投資合
作，推動澳洲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和澳洲離岸人民幣中心建
設。
中行悉尼分行是該系統的人民幣清算行，將逐步提供人民

幣債券發行、交易及期貨等衍生產品結算、清算服務。
中行悉尼分行是澳洲首家中資金融機構，亦是唯一一家持有

澳洲金融服務全牌照的中資金融機構。
中行是全球跨境人民幣業務規模最大的銀行，已形成較為

完整的人民幣存款、貸款、結算、投資和交易產品線，並建
成以香港和上海為樞紐的全球人民幣支付清算網絡，擔任港
澳台地區以及德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家的人民幣業務
清算行。
目前，中行共為全球同業開立人民幣清算賬戶超過1100

個，為公司及個人開立人民幣賬戶超過170萬個，跨境人民幣
結算、人民幣清算業務量保持全球市場第一。

中行澳證交所推人幣清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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