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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企罰12.35億 專家：執法將成常態
中國開出最大反壟斷罰單

財經速遞
北京銀行首套房貸利率鬆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隨着愈來愈多中國城市為樓市鬆綁或撤銷限購
令，在堅持不「撤限」的北京，銀行房貸亦悄悄出現鬆口跡象。融360數據顯
示，今年8月以來，北京28家銀行當中，有6家銀行按不同程度下調首套房貸利
率。
當中，民生銀行重啟房貸業務，目前首套房貸利率為基準利率；華夏銀行首套

房利率，由此前基準利率上浮20%下調到上浮10%；光大銀行、交通銀行首套房
貸利率由此前基準利率上浮5%下調為基準利率；匯豐銀行首套房利率最低至九
二折；招商銀行首套房貸利率最低九折，此前為基準利率。

平保半年盈利升19.3%
香港文匯報訊 平安保險公布，上半年純利按年上升19.3%，至213.62億元
（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 2.7元，中期息25分。 期內公司壽險業務淨利潤
按年跌0.5%至9296萬元；產險業務淨利潤按年升28.75%，為44.96億元； 銀行
業務淨利潤升33.7%至100.72億元，淨利差按年升29點子至 2.32厘，淨息差 2.5
厘，按年升31點子。

華晨寶馬擬擴充產能
香港文匯報訊 華晨中國為應

付市場需求，合資公司計劃擴
充產能，目標是未來兩年將年
產能提升至40萬輛；中國生產
寶馬車款由目前3款逐漸增至6
款。同時為令華晨寶馬協作夥
伴關係更為明確，股東最近決
定於華晨寶馬股權原有合資企
業協議期限屆滿前4年，將其延
長10年至2028年。此外鐵西亦
正興建新發動機廠房，確保自
2016年起可於內地生產新款3缸
及4缸寶馬發動機。

中日貿易額或三年來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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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實習記者
陳佩君）對於國家發改委向日企開出巨額
的反壟斷罰單，專家認為，中國反壟斷並
非針對日企，而是中國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的努力之一。「作為日本企業，要分辨出
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看清中國經濟的上
升勢頭，與中國合作，不應只看眼前。」

反價格壟斷非針對日企
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姜躍春19日

表示，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勞動力成本
的上升，對日本企業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日本對華投資出現明顯回落」。作為日
本企業，要分辨出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
孰輕孰重；要看到宏觀發展方向，不能將
目光局限在微觀領域。「中國反壟斷並非
針對日企，而是近一段時期以來反對外資
價格壟斷、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一部分，
日本企業不必大驚小怪。」
姜躍春表示，從世界宏觀經濟發展的趨

勢而言，未來5至20年，中國經濟呈上升
勢頭，將會成為未來全球經濟引擎之一。
「日企對華投資，目前雖有向東南亞轉移
的端倪，但這些轉移的企業多為中小型，
而豐田等大型企業，因看到中國經濟發展
前景，依然堅守中國市場。」
「中日經貿結構在資源、汽車、農業等

領域具有互補性，譬如低碳經濟是中國未
來發展趨勢，汽車領域在中國尚屬起步階
段，日本在此方面有諸多
經驗可以借鑒。」姜躍春
指出，就日方而言，農業
在其經濟發展中存在硬
傷，中國作為農業大國，
可與其互通有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紫晨北京報道）中國銀監會近
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
額達到6944億元（人民幣，下同），連續11個季度增
加；不良貸款率為1.08%，較年初上升0.08個百分點。銀
監會副主席閻慶民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署名文章稱，
部分地區房地產風險是造成不良貸款上升的主要風險因
素。
據銀監會統計，上半年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增不良貸款
1023億元，已超去年全年增長993億元的規模。其中二
季度不良貸款增加483億元，雖略低於一季度的，但仍處
於近年高位。同時，不良貸款率也升至1.08%，較2013
年末增長0.08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中國銀行19日
公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錄得股東應佔利潤897.24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升11.15%，不派中期息。期內不良
貸款總額858.6億元，比2013年末增加125.89
億元；不良貸款率1.02%，也上升0.06個百分
點。中行副行長張金良19日於業績會上承認，
由於不良資產兩項指標「雙升」，下半年的信
貸管理控制壓力仍然很大。
張金良透露，期內新產生的不良貸款主要集
中於製造業、批發零售業和交通業，一些航運
中小企業和鋼材貿易公司也有不良貸款。如以
地區分，則主要來自外向型經濟主導的沿海地
區，比如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但他
強調，目前該行的資產質量仍處於合理區間，
又稱該行已加強審批和預警制度，也加大了不
良資產的化解力度，下半年還會加強對房地
產、政府融資以及產能過剩產業的風險管理。
據業績報告披露，期內中行核心一級資本充
足率為9.36%，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37%，資本
充足為11.78%，較去年末均有所倒退。
報告又披露，期內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

3380.75億元，同比多增357.52億元；外幣貸款
比2013年末增長16.71%。中型和「中銀信貸工
廠」模式小型企業貸款增速比公司貸款整體增
速分別高1.13和5.65個百分點；涉農貸款餘額
同比增長9.3%，連續五年高於客戶貸款平均增
速。

銀監：內銀不良貸款半年增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銀河娛樂
19日公布，受惠於中場及貴賓廳穩健增
長， 截至今年6月底的上半年收益按年增
加25%至384億元（港元，下同），經調整
EBITDA按年上升26%至73億元，而純利
按年增加 29%至 60 億元第二季經調整
EBITDA按年升15%至35億元。董事局宣
佈派每股 0.45 元特別股
息。
主席呂志和指出，澳門

連接內地的大型交通基建
如港珠澳大橋即將落成，
將帶動內地中產旅客往澳
消費，集團未來將加強中
場業務。
副主席呂耀東進一步

指，內地中產人口與日俱
增，預料短期內旗下賭場
中場業務收益將有20%至
30%增幅。但他補充，這
不代表貴賓廳業務將回
軟，預期相關收益未來仍
可錄得雙位數字增長，對
澳門博彩業前景抱有信
心。

集團旗下澳門銀河上半年收益較去年同期
增加38%至250億元新高。期內經調EBIT-
DA上升35%至54億元新高。
主要基於貴賓廳轉碼數大幅增長，期內總
額為5170億元，按年增加 49%，其中第二
季度轉碼數按年增48%達2643億元，為有
紀錄以來最高。

■中國銀行行長陳四清日前透過視像舉行業績會。
張偉民攝

■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博士指出，中國內地中產人口與日俱
增，所以看好未來中場業務。旁為銀河娛樂副主席呂耀東。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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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指，有關當局經查實，日立、電裝、愛三、三菱電
機、三葉、矢崎、古河、住友等八家日本汽車零部件生

產企業於2000年1月至2010年2月間，為減少競爭，以最有
利的價格得到汽車製造商的零部件訂單，在日本頻繁進行雙
邊或多邊會談，互相協商價格，多次達成訂單報價協議並予
實施。
價格協商涉及中國市場並獲得訂單的產品包括起動機、交
流發電機、節氣閥體、線束等13種。經價格協商的零部件用
於本田、豐田、日產、鈴木、福特等品牌的20多種車型。截
至2013年底，當事人經價格協商後獲得的與中國市場相關的
多數訂單仍在供貨。

召開會議合謀抬價
2000年至2011年6月，不二越、精工、捷太格特、NTN
等4家軸承生產企業在日本組織召開亞洲研究會，在上海組
織召開出口市場會議，討論亞洲地區及中國市場的軸承漲價
方針、漲價時機和幅度，交流漲價實施情況。當事人在中國
境內銷售軸承時，依據亞洲研究會、出口市場會共同協商的
價格或互相交換的漲價信息，實施了漲價行為。
對於汽車零部件價格壟斷案，國家發改委決定，對第

一家主動報告達成壟斷協議有關情況並提供重要證據的
日立免除處罰；對第二家主動報告達成壟斷協議有關情
況的電裝，處上一年度銷售額4%的罰款1.5056億元；對
只協商過一種產品的矢崎、古河和住友，處上一年銷售
額6%的罰款，分別為2.4108億元、3456萬元和2.904億
元；對協商過兩種以上產品的愛三、三菱電機和三葉，
處上一年銷售額8%的罰款，分別為2976萬元、4488萬元

和4072萬元。

主動提證招認免罰
對軸承價格壟斷案，國家發改委決定，對第一家主動報告
達成壟斷協議有關情況並提供證據的不二越，免除處罰；對
第二家主動報告有關情況並提交涉及中國市場所有證據和銷
售數據的精工，處上一年銷售額4%的罰款；對2006年9月退
出亞洲研究會但繼續參加中國出口市場會議的NTN，按
「6%」的標準罰款；對提議專門針對中國市場召開出口市場

會議的捷太格特，處上一年銷售額8%的罰款。
「國家從去年開始加大對壟斷的調查力度，可以說是這幾

年反壟斷經驗積累、執法隊伍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條文不斷
健全的結果，反壟斷今後會成為一種執法常態。」中國國務
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諮詢組副組長黃勇採訪時表示。國家發
改委要求，涉案企業立即根據中國法律對銷售政策和行為進
行整改，對公司全體人員進行反壟斷培訓，採取實際行動，
消除過去違法行為後果，主動維護競爭秩序，並惠及消費
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對日本汽車

零部件企業的反壟斷處罰終於落地。中國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20日宣布，對日本住友等8家零

部件企業價格壟斷行為依法處罰8.3196億元（人

民幣，下同），對日本精工等4家軸承企業價格壟

斷行為依法處罰4.0344億元，合計罰款12.354億

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日報網引述美國《華爾街日報》
報道，日本研究機構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日貿易額有
望實現三年來的首次增長，但仍然不太可能恢復到2012年
兩國爆發領土爭端之前的水平。

半年對華出口增2.5%
美國媒體稱，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數
據，2014上半年日本對華出口按年增長2.5%，至780億美
元。是日本對華出口額三年來首次上升。這促使人們對雙
方貿易額有所增長的預期。
上述數字仍較2012上半年兩國關係惡化前的水平低

11.7%。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將中方固有領土釣魚島
「國有化」，兩國關係自此開始惡化。

日汽車銷量觸底回升
2013年上半年中日於釣魚島爭議升級，隨後中國全國範

圍內掀起抵制日貨運動，受上述事件影響，日本對華出口
大幅下滑13.8%。面對業務環境的持續惡化，部分日本企
業開始削減中國業務。
商業環境惡化直到現在依然影響着日本企業，尤其是汽

車製造商。 JETRO的數據顯示，2014年上半年，日系汽
車在中國市場新車銷量中佔15.3%，較中日島嶼爭端發生

前的約20%有所下降，但已脫離2012年10月時觸及的低點
7.6 %。
而中國對日出口已回升至危機前水平，今年1-6月，日
本出現創紀錄的120億美元半年貿易赤字。但是，中日
之間貿易剛剛開始的復甦很容易被另一場政治糾紛打
斷。
不過從最近幾個月的情況來看，這兩個亞洲經濟大國似

乎都變得更加謹慎，不願激化矛盾。
此次JETRO的數據是根據日本財務省和中國海關總署的
數字編制得出的。數據涵蓋了包括中國香港地區在內的兩
國間所有貿易。

彭博社電 近期中國一系列內需低迷的經
濟數據，促使有關進一步放鬆流動性及下調
利率聲音湧現。高盛經濟學家崔歷在給客戶
的報告中寫道，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對經濟
的影響將會遞減，犧牲的是金融穩定性。
報告表示，中國早前的刺激措施主要降低
的是短期利率，但長期利率依然居高不下，
這將抑制長期投資；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
因為利率管制的放鬆，通常會推高借款成
本。因此有必要實施更具支持性的財政立

場，並對匯率和監管政策實施調整。
報道指出，對於已經低於市場利率的存款
利率來說，進一步降低存款利率可能引發存
款外流，導致收益率曲線變陡，這可能誘發
市場的冒險行為，加大金融體系風險。
高盛預計央行不會實施大範圍的寬鬆政

策或調降利率，該行認為央行將繼續使用
定向調控和抵押補充貸款（PSL）這個工
具，進一步放寬住房限購； 下半年銀行間
利率有望再度回升，融資環境或將變緊。

中國國企1-7月利潤增9.2%
路透社電 中國財政部19日稱，國有企業1-7月累計實現利潤總額1.43038万億
元人民幣，按年增長9.2%，該增幅高於1-6月的8.9%。財政部網站刊登的新聞稿
指出，納入統計範圍的國有企業主要經濟效益指標保持增長，國有鋼鐵、交通、
建材等行業實現利潤按年增幅較大，但成本增幅高於收入增幅，負債增幅高於資
產增幅。

高盛：華若放寬貨幣政策或損金融穩定

■武漢寶馬4S店漢德寶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早前被開反壟斷罰單。 網上圖片

■民生銀行由此前的停貸轉為首套房基準利率
放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