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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動獲邀競投墨電訊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16日報道，準備出售資產的墨
西哥電訊商America Movil SAB，已經聯繫了AT&T、
軟銀、BCE Inc.的Bell Canada及中移動等潛在買家，
America Movil計劃出售的資產包括墨西哥東海岸自北
向南沿岸各州的基礎設施，資產估值或達175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偉聰）《21世紀經濟報道》16
日引述接近蘋果人士消息報道指，蘋果未能取得工信部
頒發的手機正式入網許可證，今年內都無法進入內地市
場。若消息屬實，相信蘋果公司要重新申請有關的入網
牌照，最快都要在明年才有機會可以確定能拿到入網許
可，在此之後才會啟動中國內地市場的銷售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18日訪問台灣，拜
訪台交所、櫃賣中心等證券監管單位。外電16日引述消
息人士指，由於港交所本周已派員來台，巡迴台灣各大
復委託主要券商，說明滬港通運作模式與交易實務。因
此李小加此行可能也與推廣滬港通有關。

李小加訪台料推介滬港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繼兩大評級機構標普及穆迪
對香港信貸評級發出預警後，惠譽日前發表報告，維持香港
「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AA+」評級，前景維持「穩
定」，但警告香港政治紛亂倘大得會長線影響香港經濟增長前
景，「港獨」或會負面影響評級，但未有詳細解釋降級的具體
操作。
惠譽日前發表報告，雖然未有大幅墨政治風險，但提到若

香港「獨立」或會觸發降級。惠譽在報告中，維持香港「長期
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AA+」評級，評級展望為「穩定」。
該行形容，有關決定是考慮到本港經濟基礎穩健，境外淨資產
為生產總值的2.8倍，並且於過去10年錄得財政盈餘等正面因
素，內地相關風險一直是香港信貸評級面對下行因素。

惠譽：「港獨」或降信貸評級

傳iPhone 6今年不能在華公售

李克強：扎實推以人為核心新型城鎮化

商務部：無關反壟斷全年料引外資1200億美元
中國吸資創逾5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6日在北京主持召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
設試點工作座談會，表示要扎實推以人為核心新型城鎮化，
「十三五」基建需向中西部傾斜。
李克強指出，中國各地情況差別較大、發展不平衡，推進

新型城鎮化要因地制宜、分類實施、試點先行。李克強說，

新型城鎮化貴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寫好「人」字，要以
力解決好「三個1億人」問題為切入點。
要公佈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探索實行轉移支付同農業轉
移人口市民化掛鉤；允許地方通過股權融資、項目融資、特
許經營等方式吸引社會資本投入，拓寬融資渠道，提高城市
基礎設施承載能力；把進城農民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

系，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不能讓他們「懸在
半空」。
李克強說，要科學規劃，創新保障房投融資機制和土地使

用政策，更多吸引社會資金，加強公共配套設施建設，促進
約1億人居住的各類棚戶區和城中村加快改造，讓困難群眾
早日「出棚進樓」、安居樂業。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在

「十三五」時期重點向中西部傾斜；積極承接產業轉移，在
有條件的地方設立國家級產業轉移示範區，鼓勵東部產業園
區在中西部開展共建、託管等連鎖經營，以「業」興
「城」，做大做強中西部中小城市和縣城，提升人口承載能
力，促進約1億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鎮化，逐步減少大規模人
口「候鳥式」遷徙。
李克強強調，新型城鎮化是關係現代化全局的大戰略，是

最大的結構調整，事關幾億人生活的改善。各地區和有關部
門要抓在手上，幹在實處，奮發有為、抓出實效，尊重基層
首創精神，多給支持，總結推廣成功經驗，用好改革創新的
「開山斧」，力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和水平，造福廣大城
鄉群眾。

商務部1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公佈商
務運行相關數據。8月份外商投

資新設立企業 1951 家，同比增長
5.2%；然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72
億美元，同比下降14%（未包括銀
行、證券、保險領域數據），跌幅比7
月的 17%小，但為連續兩個月大跌
10%以上。今年1至8月，外商投資新
設立企業15200家，同比增長5%；實
際使用外資金額783.4億美元，同比下
降1.8%。

韓英投資勁增日美歐盟急挫
從實際投入外資的國家和地區看，
今年頭8個月，香港、新加坡、韓國、
英國實際投資均有所增長，其中韓國
和英國對華投資增幅較快，分別同比
增長31.3%和18.9%；日本、美國和歐
盟對華投資出現下降，分別下降
43.3%、16.9%和17.9%。
沈丹陽指出，FDI近期出現下降並
非是一個逆轉態勢，而是與當前國內
外經濟形勢相適應的一種短期階段性
調整。「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中國利用外資的重點將從擴大規模轉
向優化結構和提升水平，不太可能繼
續保持過去30多年的高增速，將轉入
平穩低速發展。」他預計，如果全球
跨國投資趨勢不出現大逆轉，今年全
年中國吸收外資將在1200億美元左
右。
與FDI呈下降趨勢不同，中國對外
投資一路增長。今年1至8月，中國境
內投資者對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的

406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實
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累計651.7億
美元，同比增長15.3%。其中8月當
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26.2億美
元，同比大增112.1%。

中國對外投資持續急速增長
近年來，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
迅速，已經連續兩年位列全球三大對
外投資國。沈丹陽指出，隨中國企
業國際競爭力增強以及金融環境的改
善，未來中國對外投資仍將處於快速
上升時期，預計到「十二五」末期
（即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
很可能超過利用外資。

外資流入流出並無異常變化
8月份貿易順差498.3億美元，刷新

7月創下的單月歷史紀錄，但外匯佔款
卻在下降，有疑問指是否意味資本
正在加速流出中國，沈丹陽指出，現
在沒有數據支撐這樣的說法，商務部
正在研究相關外商投資流入流出情況
和貿易情況，目前來講沒有特別異常
的變化。
沈丹陽還強調，當前外界對中國的
投資環境有一些抱怨，說中國反壟斷
是為了保護民族企業，是選擇性執
法。
他認為，這些說法更多是個別相關
企業感情因素和媒體誇張性言論，並
非是中國投資環境真的有所惡化。中
國反壟斷的目的就是為了創造更好的
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中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剛過去

的8月份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同比下降14%，跌至72億美

元，數字創2009年5月以來低位；今年1至8月FDI累計同比下降

1.8%至783.4億美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6日表示，FDI

下降與正在進行的反壟斷無關，外商投資資金流入流出並沒有異

常變化，並預計，今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資將達到1200億美元。

2013年中國FDI為1175.9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中國官方近期公佈的
一系列經濟數據，各大指數均出現放緩或下降，經濟
下行壓力再現。對於中國經濟是否會「硬陸」，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指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
經濟要「硬陸」。學者則認為，經濟增速放緩加大
了政策放鬆壓力，在定向寬鬆之外，全面降準或降息
的可能性進一步提高。
8月經濟意外驟冷，包括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

資、消費等在內的諸多經濟指標全線下滑。數據的差
強人意引發了外界對中國經濟放緩，甚至「硬陸」
的憂慮。對此，沈丹陽16日表示，中國現在的GDP
已是全球第二，經濟增速能保持7%以上已經很了不
起，這在全世界是沒有幾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的。
他認為，從投資、消費、就業、出口等指標看，中
國經濟目前正處於一個平穩發展階段，沒有任何跡象
表明中國經濟要「硬陸」。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今年以來
濠賭股表現持續弱勢，多隻濠賭股均創下
一年股價新低，摩根士丹利估計，今、明
兩年博彩收入增長只3%至4%，在增長放
慢下，估計濠賭股尚未見底。瑞信則預將
今年收入增長預測降至5%。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月初公布8月份博
彩數據，上月博彩收入為288.76億元（澳
門元，下同），遜於市場預期，按年下跌
6.1%，為連續3個月下跌，按月則上升
1.6%。
數據出台後，大行紛紛看淡該板塊前
景，料濠賭股需要一定程度的整固。
濠賭股經歷前後8個半月大跌浪，大行
繼續看淡濠賭股，摩根士丹利更預期，澳
門博彩收入增長幅度放慢到2015年才見
底。中秋節五天的反應亦見放緩。該行預

期，2014及15年的博彩收入全年增長僅
3%至4%。
瑞信表示，澳門博彩業的員工成本上
漲，加上博彩收入的高增長期已過，因此
將澳門博彩業今明兩年收入增長預測，由
原先增加11%及14%，調低至僅增加5%
及11%。
瑞信又發現，貴賓廳復甦緩慢，中場則

處跌勢，中介人問題需要時間重建市場信
心，內地反貪腐、過境簽證限制、中介人
轉向中場客，均繼續拖累澳門博彩業。
高盛亦指出，濠賭股盈利面臨兩大潛在
風險，包括中場博彩收入弱勢，主要受宏
觀經濟拖累。其次為員工成本上升，令經
營毛利下降。該行指出，員工薪酬每上升
一成，對博彩業今年的EBITDA預測，將
下降2%至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薇）深圳市南山區掃黃打私
辦16日向轄區內單位-深圳
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發出《行政處罰決定書》。
騰訊下屬產品微信、微博因
存在傳播淫穢色情出版信息
等行為，被處以人民幣5萬元
的行政處罰。據悉，這是騰
訊首次因線下產品涉黃而被行政處罰。
在年初，央視就曾曝光，微信存在散發黃色信息的現象，不少犯罪團伙甚

至利用微信招嫖，而這些黃色信息已然散佈到學校。對此現象，不少業內人士
指出，騰訊作為社交產品開發商，也應承擔有審核、監管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引述新浪財經報道，
中國央行16日向五大行提供5000億元人民幣的
SLF（常設借貸便利），性質類同基礎貨幣的
投放，近似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

相當於降準50基點
新浪財經援引國泰君安銀行業首席分析師
邱冠華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央行）開始向
五大行每家作1000億元的SLF，期限為三個
月。
瑞穗證券亞洲駐香港的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沈
建光表示，這就像印錢創造基礎貨幣一樣，立
竿見影的效果相當於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
率調降50個基點。下調存准率將促使銀行可用

於放貸的資金增加。

平滑短期流動性
分析認為，SLF旨在平滑短期流動性，這可
能是央行試圖引導融資成本下降，但又不願釋
放過於寬鬆信號的舉措。
此舉顯示出政府愈發下定決心來支持經濟，
儘管利用全盤性的刺激可能會導致中國日益攀
升的負債問題加劇。李克強今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7.5%左右的目標受到房地產頹勢
的衝擊。
中國的五大行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
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以及交通銀行。
新浪財經在其報道中沒有指明五大行的名稱。

五大行獲央行5千億人幣SLF 微信涉傳播淫穢信息
騰訊被罰5萬人幣

■摩根士丹利估計，澳
門今、明兩年博彩收入
增長只3%至4%。

■微信因存在傳播淫穢色情出版信息等行為，
被處以行政處罰。

商務部：中國經濟無硬着陸跡象

■沈丹陽認為，FDI近期出現下
降並非是一個逆轉態勢，而是一
種短期階段性調整。 中新社

■商務部表示，FDI下降與正在進行的
反壟斷無關，外商投資資金流入流出
並沒有異常變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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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合早
報》報道，中國商務部政策研究
室主任兼新聞發言人沈丹陽16日
在一活動上預計，中國明年對外
投資的規模將超越利用外資的規
模。
沈丹陽當日在中國記協舉辦的
「新聞茶座」上，圍繞「當前中
國國際投資情況與發展趨勢」的
主題與記者交流時解釋，從宏觀
上看，中國現在的貨物貿易規模
位居世界第一，國內生產總值則
是全球第二，外匯儲備4萬多億
美元，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現在擁
有基礎和物質條件來加強對外的
投資。
至於吸收外資，沈丹陽認為，

從長期來看，中國投資環境仍有
一定優勢，但由於重點將從擴大
規模轉向優化結構和提升水平，
因此中國利用外資不大可能繼續
保持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高增
速。

大行續看淡濠賭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