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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外資進入房地產條件放鬆外資進入房地產條件 境外人士購買套數不再受限境外人士購買套數不再受限
中國樓市十年「限外令」取消

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消息，住房城鄉建設部、商
務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工商總局、外匯

局等六部委近日下發《關於調整房地產市場外資
准入和管理有關政策的通知》稱，經國務院同
意，決定對《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
理的意見》中有關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和境外機
構、個人購房的部分政策進行調整。
此次調整的內容主要涉及：取消外商投資房地

產企業辦理境內貸款、境外貸款、外匯借款結匯
必須全部繳付註冊資本金的要求；境外機構在境
內設立的分支、代表機構(經批准從事經營房地產
的企業除外)和在境內工作、學習的境外個人可以
購買符合實際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房；對於實
施住房限購政策的城市，境外個人購房應當符合
當地政策規定；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註冊資本與
投資總額比例等。
「限外令」由2006年開始實施。當時正值人民

幣持續升值，中國物業價值處在上漲通道，大量
外資湧入中國樓市，試圖通過持有房地產而達到
資產保值、增值的目的。在此背景下，2006年7
月，國家六部門聯合發佈《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
外資准入和管理的意見》，規定只有境外機構在
境內設立的分支、代表機構和在境內工作、學習

時間超過一年的境外個人，才可以購買符合實際需
要的自用、自住的商品房，但不得購買非自用、非
自住商品房。隨後，相關部委還進一步抬高了外資
進入中國樓市的門檻。

新規取消「超過一年」規定
而今次發出的新規，則取消了「超過一年」的規

定。通知還取消了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辦理境內貸
款、境外貸款、外匯借款結匯，必須全部繳付註冊
資本金的要求。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通知》中規定，對於實

施住房限購政策的城市，境外個人購房應當符合當
地政策規定。目前，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以及三
亞還在執行限購政策，境外人士想要在上述五個城
市購房，需滿足當地的限購政策。

分析料對樓市影響微
對於「限外令」的取消對中國樓市影響如何？市
場分析人士認為，目前人民幣對外貶值、資金外
流，房地產獲利空間與十年前相比趨於收窄，因此
房地產市場已經不存在外資資金過度投資的現象，
取消「限外令」對中國樓市的影響，尤其是住宅
市場，可能不會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樓市實施十年之久的「限外令」終被打破。國家六部委近日下發文件，大規模放鬆外資進入中國房地產的

准入條件，包括取消外資投資房地產貸款中，必須全部繳付註冊資金的要求，放開外資機構與個人購買自住用房等內容。這意味着，除實施限購政策的

城市外，境外人士在中國購房的套數不再受限。

■中國樓市實施十年之久的「限外
令」終被打破，中國大規模放鬆外
資進入中國房地產的准入條件。圖
為山西太原一處在售樓盤。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人行「雙降」救
市加上政府早前放鬆限購限貸政策，帶動中國樓
市逐步回春。有份銷售住宅物業的萬達商業雖見
6月後銷售明顯改善，惟對樓市仍有保留。董事
長兼總裁齊界不諱言，中國樓市回復2013年前
的井噴式增長幾乎不可能，公司會繼續觀望人行
減息效果。
公司上半年住宅物業合同銷售額約301.1億元

（人民幣，下同），齊界於業績會表示，中國樓
市在政府連番出招後顯現復甦，人行進一步減息
理論上刺激銷售，對公司是利好，惟最終效果待
觀察。
公司日前將旗下5間項目公司售予萬達集團主

席王健林的關連公司，萬達商業執行總裁曲德君
表示，上述5個項目由萬達商業運營及管理，在
相關萬達廣場開業後，從淨物業收入抽取30%作
回報，對方則負責出資投地及建設。他指，這種
輕資產投資模式較自己承擔債務的做法回報更
高。財務總監劉曉彬補充指，該5個項目預計明
年開業，首5年平均回報率可達7.5%，之後會更
高。
萬達商業赴港上市不到一年即急急回歸A股上
市，最遲下月初向中證監提交上市申請，集資
120億元。管理層解釋兩地上市是為雙管齊下拓
展融資渠道。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劉朝暉表示，萬
達在中國知名度高，「粉絲」多，A股估值較H
股為高，成功於A股上市可帶動H股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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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聯想控股公
佈，截至2015
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之股東
應佔淨利潤為
40.15 億元 (人
民幣，下同)，
按 年 上 升
209%。每股基

本收益為2元，不派中期息。期內公司收入為
1421億元，按年上升13%；淨利潤按年上升
101%，為51.16億元。
公司董事長柳傳志表示，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

複雜多變，下半年市場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但
中國經濟依然有很大發展空間，公司一直看好消
費升級及「互聯網+」所帶來的機遇，並已提早
重點佈局於金融服務、現代服務以及農業與食品
等潛力巨大的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萃華）工商銀行27公佈
上半年中期業績，純利1490.21億元（人民幣，下
同），以一年365日計，上半年相當於每日賺8.17
億元，按年升0.62%，基本每股收益0.42 元，按
年持平；不派中期息。
期內，集團利息淨收入錄2520.87億元，按年升

6.09%；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錄771.2億元，按年
升 5.31%，營業利潤 1932.87 億元，按年升
0.11%。淨利息差及淨利收益率為 2.34%及
2.53%，兩者均按年收窄9點子；而客戶存款有
1.63萬億元，每股淨資產4.4元。

香港文匯報訊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優步中
國子公司接近獲得一筆約10億美元的新融資，投
資方來自中國本土。優步正在與財力雄厚的中國
競爭對手滴滴快的開展競爭。
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這筆新融資對優步中國

的估值約為75億美元。該人士稱，最終書面文件
已經簽署，但本輪融資還需要等幾周才正式完
成。
路透社早些時候報道了有關優步中國獲得融資

的消息。優步中國由優步控股，但也有外部投資
者。爭取到本地投資者也許有助於優步在中國建
立同盟。對優步來說，中國是在美國以外的最大
市場，也是一塊競爭最激烈的戰場。
由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和騰訊支持的滴滴

快的與優步展開競爭。滴滴快的透過派送旅遊券
和獎勵司機現金吸引到了上百萬新司機和乘客。

聯想半年賺40億 升2倍

工行不良貸款增31%微升

優步中國獲10億美元新融資

財經速遞

■柳傳志。 資料圖片

■■工商銀行公佈上半年中期業績工商銀行公佈上半年中期業績，，純利純利
11,,490490..2121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據路透社報道，中國股市
近期動盪，證監會在最需要金融專業人才
提供救市意見時卻爆發離職潮。幾年前歸
國效力的「海歸」金融人才因不受當局重
視而掛冠離去。一名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官
員向路透社表示，證監會內部目前正爆發
一股離職潮，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人辭職，
而且似有加速的趨勢。
據路透社報道，這批離職的海歸金融專
才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最高峰時期，在中
國當局高舉「回國奉獻」的旗幟下，決定
回國協助當局改革國內的金融市場。然
而，這群當初懷抱願景歸國、加入證監會
的金融專才已陸續離職。

薪水遠低於私企升職緩慢
其中一名最受矚目的海歸金融專才表
示，為了作出貢獻，他毅然放棄在國外高
薪工作，舉家回中國。然而，他一心想施
展所長的激情很快就被現實澆滅。他稱自
己所領取的薪水遠遠低於在私人企業所能
領到的薪水，而且證監會似乎並不太重視

他們專業的金融知識。據中國官方媒體
2012年的報道，證監會部門主管的年薪僅
有15萬元（人民幣，下同）
此外，他也表示，和他同期加入證監會
的海歸金融專才當中，工作幾年後並未得
到升遷，有些甚至無法取得任何實質的職
位。他最終也選擇離職。

現任官員專業知識或不足
多名中國基金經理人表示，離職潮導致

中國金融市場落入對金融市場不太了解的
官員手中；一名在香港外資銀行任職的高
級交易員稱，和過去幾年相比，目前在證
監會工作的官員所具備的專業金融知識明
顯比不上已離職的官員。一名經常和證監
會接觸的基金經理說：「現在證監會的官
員並不是不夠聰明，他們只是不具備專業
的金融知識。」
據了解，這群已離職的海歸金融專才包
括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的學生
羅登攀和曾任職JP Morgan Chase全球財
務部門的李炳濤。

傳「海歸」不受重視 中證監爆離職潮

■■外媒報道外媒報道，，中證監近期出現離職潮中證監近期出現離職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吳婉玲吳婉玲））中國中國人民銀人民銀
行日前再度出招行日前再度出招，，減息降準減息降準，，中國股市中國股市2727終終
於結束連續於結束連續55日跌勢日跌勢。。有外資於看準時機有外資於看準時機，，
趁低吸納趁低吸納，「，「滬股通滬股通」」44天累計淨買入達天累計淨買入達287287
億元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創歷史新高創歷史新高。。有分析師有分析師
指中國股市反彈指中國股市反彈，，可能是有可能是有「「國家隊國家隊」」買買
盤盤，，或是中證金再度入場或是中證金再度入場。。
據彭博數據顯示據彭博數據顯示，，截至截至2727日日AA股收盤股收盤，，滬滬
股通淨買入達股通淨買入達4848..9999億元億元，，使用率為使用率為3838%%，，是是
連續第連續第44天淨買入天淨買入。。44天累計淨買入金額錄得天累計淨買入金額錄得
287287..3232億元億元，，超越滬股通開通以來超越滬股通開通以來250250億元億元
的單周淨流入記錄的單周淨流入記錄。。當中以中國平安當中以中國平安、、中國中國
重工重工、、中國中車中國中車、、中信証券的交易量最高中信証券的交易量最高。。
中國股市在中央出招後隔天反彈中國股市在中央出招後隔天反彈，，有券商有券商

推測是推測是「「國家隊國家隊」」入市提掁入市提掁。。中州證券和中州證券和IGIG
Asia PteAsia Pte表示表示，，股市尾盤急升股市尾盤急升，，特別以金融股特別以金融股
為首為首，，估計由國有資金買盤所推動估計由國有資金買盤所推動。。高盛亦高盛亦
指在人行指在人行「「雙降雙降」」後後，，或會增加外資對或會增加外資對AA股股
折價股的興趣折價股的興趣。。
上證綜合指數上證綜合指數2727日收升日收升55..33%%，，滬深兩市逾滬深兩市逾

200200隻股票漲停隻股票漲停，，IG AsiaIG Asia策略師策略師Bernard AwBernard Aw
表示表示，，只聽說數隻藍籌股如工商銀行和中國只聽說數隻藍籌股如工商銀行和中國
銀行有大買單銀行有大買單，，所以估計所以估計「「國家隊國家隊」」已經入已經入
場場。。另外另外，，中州證券分析師張剛指銀行和保中州證券分析師張剛指銀行和保
險等權重股幫助拉起指數險等權重股幫助拉起指數，，可能是中證金公可能是中證金公
司再度入場提振股市司再度入場提振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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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市暴跌，
同時人民幣貶值，但投資者們似乎看好規模巨大的中國債
券市場。中國不斷加重的債務負擔對經濟構成壓力，同時
令政府難以找到辦法走出滑坡。但中國債券市場卻走勢堅
挺，掩蓋了經濟放緩將加大借款人償債難度的風險。
債券市場的堅挺凸顯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封閉的中國金
融系統的扭曲。債市走高源於投資者逃離股市和房市，同
時因利率較低而不願將資金存入銀行。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資深分析
師Nicholas Zhu表示，除了進入債市，資金沒有其他好的
選擇。
中國國債收益率處在3年低點，考慮到中國已進行五次
降息，同時股市暴跌，這並不令人意外。但讓人不解的
是，對中國高風險公司債的需求也快速增長。

總部位於深圳的券商中證信用增進股份有限公司的固定
收益部門副總經理王靜（音）表示，當實體經濟滑坡，股
市下跌時，信用風險應該會上升，因此中國債券市場目前
的狀況無疑有些反常，存在風險。
目前公司債收益率和國債收益率之差位於八年最低水
平。AAA級三年期中國公司債的收益率比同期國債收益率
高0.85個百分點，8月10日曾觸及0.77個百分點，為2007
年7月底以來最低差價水平。今年年初這一差價則為1.29
個百分點。
中國債券市場的規模屬全球最大之一，達到6.6萬億美
元，但基本上不對海外投資者開放，主要由中國的大型國
有銀行主導，這些銀行購買多數發行的債券。這實際上就
把銀行貸款和銀行所持債券的風險集中起來，而不是在投
資者中間分散開來。

股匯齊跌 投資者湧中國債市

中國約3.5萬億養老金可用於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28日舉行政

策例行吹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游鈞和財政部副
部長余蔚平，介紹基本養老基金投資管理有關措施並答記
者問。
人社部副部長游鈞表示，截至2014年底，養老金累計結
餘3.5萬億人民幣，各地除去當期支付和支付準備外，估
算約有2萬億人民幣養老金可用於投資。
游鈞稱，股票成熟的投資產品，投資辦法也規定了30%

的上限，但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證資金安全的
情況下實現保值增值，因此托市、救市不是基金的功能和
責任，入市的時機選擇將由市場決定。
據悉，截至2014年底，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以下簡

稱養老基金)累計結餘3.5萬億人民幣。按照現行政策，基
金投資範圍嚴格限定於銀行存款和購買國債，這對保障基
金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不適應基金保值增值的需
要，影響基金支撐能力和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HTC否認變賣滬工廠擬裁員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曾在大陸風靡
一時的台灣HTC廠家正在經歷手機行業所帶來的持續虧
損。有市場傳言稱HTC擬變賣兩個工廠中的上海廠房，
但HTC目前回應，表示不會斷臂賣廠，但裁員計劃還是
會如期進行，並擬裁員15%。
自HTC發佈第二季度財報後，其虧損情況便被暴露在

眾人眼前。財報中顯示，HTC二季度營收只有去年同期
的一半，虧損額超過了2億美。HTC在上海康橋和台灣桃
園有兩家工廠，有傳言稱隨上海廠產能逐步縮減，公司
或將出售上海工廠，甚至價格都已經談妥。
從公開資料查詢，HTC最輝煌的時候曾在上海大筆投
注5600萬美元擴建工廠，2011年達到月產200萬部手機。

■A■A股尾盤強勢翻紅股尾盤強勢翻紅，，讓股民展露歡讓股民展露歡
顏顏。。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