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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速遞

中銀溢利創新高

人幣打大鱷 成交歷史次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
28日發佈的工業企業財務數據顯示，1月至7月，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按年下降1%，降幅比1月至6月擴大
0.3個百分點。其中，7月當月利潤總額按年下降2.9%，
降幅比6月擴大2.6個百分點。專家分析，目前市場需求
委靡，7月投資消費出口皆呈下滑走勢，PPI跌幅進一步
擴大，繼續侵蝕企業利潤；三季度經濟增速還將放緩，未
來穩增長將加碼。
對於7月工業利潤降幅擴大的主要原因，國家統計局工
業司何平表示，從產銷看，受工業品市場需求不足影響，
工業生產和銷售增長雙雙放緩。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按年實際增長6%，增速比6月回落0.8個百分點；主營
業務收入按年增長0.3%，增速比6月回落1.2個百分點。

利潤淨減1364億元
從價格看，工業品出廠價格、原材料購進價格降幅擴
大。7月，工業產品出廠價格按年下降5.4%，降幅比6月
擴大0.6個百分點；原材料購進價格按年下降6.1%，降幅

比6月擴大0.5個百分點。
初步測算，因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工業企業主營業務
收入減少5124.6億元（人民幣，下同）。因原材料購進價
格下降，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成本減少3761億元。兩者相
抵，利潤淨減少1363.6億元，比6月多減少149.3億元。

投資收益增長下滑
從利潤構成看，投資收益增長下滑。7月，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投資收益同比增加110.4億元，增加額比6月減少
73.1億元，對利潤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
何平認為，儘管7月工業利潤總體降幅擴大，但高技術
製造業和消費品製造業利潤仍保持相對較快增長。7月，
高技術製造業利潤按年增長8.4%，消費品製造業增長
7.5%。同時，降息等降低企業成本費用、提升效益的政
策正在發揮作用，7月，企業利息支出同比下降3.1%，財
務費用下降3%。
民生證券宏觀分析報告稱，上半年GDP的主力軍金融

業萎縮嚴重，下半年經濟有「破7」風險。傳統的「房地

產＋製造業＋出口」模式已經不能持續，未來穩增長不會
退出，只會加碼。思路會更加務實，從貨幣轉財政，從金
融轉實體，未來基建仍然是穩增長的重要抓手。

華7月工業利潤降幅擴大至2.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中國信達28日承認
以底價680億元（港元，下同）競購南洋商業銀
行，惟現階段仍有多個事項未落實，故未能確定
最終能否完成收購。公司高管層成員陳孝周被問
及收購事宜時表示，早前成立專業團隊對南商行
作盡職調查，後者財務穩健、管理得當，故花680
億元收購不算貴。他強調，即使成功併購南商
行，信達核心業務仍是不良資產管理。
中國國家財政部早前放開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
業務，意味信達對手增多。對此綜合計劃部總經
理梁強表示，市場蛋糕夠大，信達有先發優勢，
引入競爭是好事，加上內地經濟調整及行業轉
型，相信有不少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中銀香港28日公
佈截至6月底的股東應佔溢利再創中期業績新高，
按年增10.8%至133.87億元（港元，下同）。副
董事長兼總裁岳毅28日於記者會表示，放售南洋
商業銀行的680億元牌價屬合理計價，暫時未決
定成功出售後會否派特別股息。他又預計，人民
幣雖有波動，但不會持續貶值，該行年內淨息差
或會繼續受壓。

信達：680億購南商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外電消息指，中
國最大不良資產管理公司華融資產管理上市申請
已獲批，集資額將高達30億美元。據《華爾街日
報》引述消息，由於目前股市波動，故該公司未
有具體上市時間，但目標是在年內上市。同一時
間，甘肅及青海地區的垂直綜合乳製品公司蘭州
莊園牧場28日通過上市聆訊，廣發融資為是次上
市計劃的保薦人。

華融上市獲批 年內啟動

零售弱英皇鐘錶首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香港零售氣氛疲

弱，加上租貴難下，英皇鐘錶珠寶上市以來業績
首度錄得虧損。今年中期錄得盈轉虧，蝕5412萬
元（港元，下同）。主席楊諾思表示，香港高昂
租金為集團虧損的最大原因，為減低成本，下月
將關閉波斯富街分店，並考慮減少其餘分店樓面
面積。另外，集團9月將在內地增開4間分店，完
成全年15間的目標，主要為二、三線經濟增長較
快的城市。同時亦繼續擴展東南亞市場，但有意
進軍的韓國市場較複雜，在選址等考慮需時審慎
應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中證監新聞發言人張
曉軍28日表示，中證監近日在京召開會管單位紀檢監察工作座
談會，中證監主席肖鋼集體約談證券期貨交易所、各下屬公
司、協會等19家會管單位負責人，要求各會管單位要嚴守底
線。

要求各單位嚴格規範權力運行
張曉軍又說，近日中證監主席肖鋼集中約談了19家會管單位

的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要求各會管單位要嚴格規範權力運
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時刻牢記紀律要求，堅守底
線，不觸碰紅線。肖鋼強調，規範權力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
的籠子裡，做到程序規範，明確重點部門重點崗位重點人員。
上交所黨委書記、理事長桂敏傑表示，交易所自律監管任務
重、自有和管理的資金量多、相關工程資金量大、大額採購經
常發生，員工對黨風廉政建設面臨的壓力認識還不到位，交易
所「反圍獵」經驗也不是很豐富，下一步一定要以落實「兩個
責任」為切入點，全面提升交易所廉政風險防控能力。

近向公安部移送22宗違法案件
另外，張曉軍表示，在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下，近期證監會向
公安部集中移送了22起涉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利用未公開
信息交易及編造、傳播虛假信息、非法經營犯罪的案件。今年
以來，證監會正式啟動刑事移送程序的案件總數已達48起。他
稱，中證監和公安部執法合作是依法嚴打證券期貨違法違規行
為的重要舉措。並強調，證監會將一如既往對各類違法犯罪活
動，特別是對前期股市異常波動期間的違法違規活動開展嚴厲
打擊，充分依托與公安機關建立的良好工作機制，有效發揮各
自工作優勢，繼續加大重大案件移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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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繼本
月26日起對期指採取系列嚴格監管措施、抑制
市場過度投機後，中金所28日再出台兩項措
施，將期指合約日內開倉交易量超100手認定
異常，並再度上調期指各合約非套保持倉交易
保證金。

嚴控異常交易提升保證金
中金所宣布，自8月31日起，對滬深300、
上證50、中證500股指期貨客戶在單個產品、
單日開倉交易量超過100手的，認定為「日內

開倉交易量較大」的異常交易行為。而在25
日，中金所剛剛將異常交易行為認定標準定為
600手。
同期更改的還有期指各合約非套保持倉交易

保證金。根據新規，自8月31日結算時起，滬
深300、上證50、中證500股指期貨各合約非套
保持倉的交易保證金全部調整為合約價值的
30%，此前約為20%。中金所強調，上述措施
實施後，中金所將繼續跟蹤評估措施實施效
果，視情況採取進一步措施，抑制市場過度投
機，促進股指期貨市場平穩健康運行。

中金所再出新規嚴管期指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消
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究所28
日發佈的研究報告顯示，最遲到2027年，中國
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將超越美國，而用
購買力評價計算的GDP將是美國的二倍以上。
此外報告也認為，中國作為亞細安國家經濟增
長的主要引擎的重要性，在過去30年有顯著提
升。
另外，該研究所也公佈了大中華圈省域與區

域綜合競爭力排行榜。2015年排在前十位的經
濟體分別是廣東、江蘇、台灣、北京、香港、
上海、浙江、山東、遼寧、澳門。
綜合競爭力包涵四大類，分別是宏觀經濟穩

定性、政府財政實力和經濟市場化程度、金融
實力與企業生產效率、生活質量和基礎設施建
設。
在宏觀經濟穩定性排名中，前十位分別是：
江蘇、廣東、上海、香港、山東、浙江、遼
寧、北京、台灣、福建。政府財政實力和經濟
市場化程度前十位分別是：台灣、江蘇、廣
東、北京、香港、上海、浙江、澳門、山東、
福建。金融實力與企業生產效率前十位是：香
港、台灣、澳門、廣東、北京、江蘇、浙江、
上海、山東、遼寧。生活質量和基礎設施建設
前十位則是：北京、廣東、上海、江蘇、浙
江、山東、台灣、河北、天津、福建。

外媒：中國GDP將在2027年前超越美國

《華爾街日報》28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
行在27日動用了「神秘、複雜的金融衍

生品工具」，以緩和不斷升溫的人民幣貶值預期，這
導致美元兌人民幣外匯掉期價格大幅下跌，表明未來
人民幣將走強，市場利率將下降。路透社亦引述政府
經濟學家與政策顧問透露，為防止匯率非理性下跌造
成對經濟損傷及資本大規模外流，近期人行正在努力
阻止匯率跌破6.5。從27日起，已借代理銀行之手，
在人民幣長端掉期和即期市場上施壓，效果十分明
顯。

離岸價曾漲逾300點子
由於人民幣中間價28日止跌回升，市場的貶值預

期確實有淡化趨勢，在岸人民幣即期匯率28日開盤
已高見6.3930，較上日收盤6.4053高開123點，之後
繼續上行，盤中一度升至6.3844的高位。離岸人民幣
匯率亦曾大漲300多點子高見6.4500水平，但之後有
所下滑。在岸和離岸的匯率差價曾擴至766點子。
事實上，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價差8月12日最高
曾接近1500點子，雖然近日已經大為收窄，但仍有
較大差距。有香港銀行業人士解釋，這是由於離岸與
在岸的「反向價差套利」此前較為盛行。常見的做法
是在一些境內銀行與境外合作銀行聯手下，通過「境
內購匯放款＋境外結匯再借入」的方式實施無風險的
資金流出型套利。
目前套利資金擔心央行採取匯率干預措施令在岸即
期市場趨穩，離岸市場則短期內方向不明，兩地套利
的利差收益獲取難度增加，故套利盤有所收斂。
值得注意的是，28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成交量高
達515億美元，較27日的389億美元增長逾三成，創
歷史成交第二高的紀錄，僅次於8月12日的568億美
元。

人行再度進行SLO操作
此外，人行28日再度進行人民幣600億元7天期短
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操作，中標利率2.35%。
這次資金投放正好跨過「大閱兵」活動，維穩意圖明
顯。
券商分析師指出，人行本周頻頻出手力保流動性，
可見得因人行干預外匯市場，對沖導致的人民幣流動
性壓力不小。估計這次人民幣600億元 SLO的投放
量實際緩解的用處不大，但正好跨過「大閱兵」活
動，向市場宣示維穩的意義較大。

■■人民幣中間價人民幣中間價2828日止跌回升日止跌回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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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國人民銀行有出手干預人民幣跌勢跡象，28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為人民幣6.3986元兌1美元，較27

日升99點子，結束了中間價三連跌走勢。在岸人民幣兌美元收報6.3885，大升168點子，不僅是兩周以來的新高收盤價，同時創下三個

月來最大的單日升幅，成交量更高達515億美元，創歷史次高紀錄。多家外電報道，這是由於人民幣此前貶值幅度超出預期，人行動用各

種手段「不惜血本」力撐人民幣。

▼28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
價為人民幣6.3986元兌1
美元，較27日上升，結束
三連跌走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商務部發言人
28日晚在網站發佈公告稱，當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
續貶值的基礎。去年年底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
間價與市場即期匯率之間出現較大偏差，此次完善人
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一次性校正了這一偏差，
有利於發揮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
發言人還說，中國經濟、對外貿易、雙向投資增速

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依然是最高的之一，經濟的基本
面決定了人民幣匯率的價值中樞是基本穩定的。一國
的匯率水平最終取決於其整體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匯
率能夠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官媒：貶值乃回歸基本面
對於有分析將近期周邊國家金融動盪歸咎於此次的
人民幣貶值，新華網28日引述亞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
發表文章駁斥，稱此次人民幣貶值是由過去的人民幣
高估向基本面回歸，不是造成周邊國家金融動盪的主
要原因。
文章指出，從2005年匯改至此次政策推出前，人民
幣已累積升值26%。人民幣高估削弱了中國經濟的競
爭力，造成了經濟增速放緩。此次匯改很大程度上是
為了調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偏離市場匯率的狀況，使
人民幣匯率向基本面回歸。政策推出一周後，離岸人
民幣匯率貶值3.7%，高於官方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約
2.5%的貶值幅度，反映了市場對人民幣走勢的判斷。

長遠續增人民幣匯率彈性
文章強調，由於人民幣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

升值，此次突然貶值，市場出現過度反應可以理解。
不過隨人民銀行干預政策及市場情緒平復，人民幣
匯率將保持相對穩定。長期看，中國政府還將繼續增
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更依靠市場決定匯率，從而提高
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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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工業企業財務數據顯示，7月工業利
潤降幅擴大。圖為工人在生產車間作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