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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今年上半年銀行結售匯逆差規模和銀行代客

涉外收付款逆差規模逐步收窄，中國國家外

管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

21日表示，跨境資金流出壓力逐步緩解，

英國脫歐公投對境內外匯供求影響有限。

外管局：跨境走資壓力漸緩
英脫歐對中國境內外匯供求影響有限

國家外管局公佈數據顯示，上半年銀行結售逆差
1.13萬億元人民幣（折合1,738億美元），銀

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1.10萬億元人民幣（折合
1,688億美元）。

銀行結售匯逆差收窄
「銀行結售匯和涉外收付款總體仍呈現逆差，但
逆差規模逐漸收窄。」王春英在當日舉行的例行記
者會上指出，一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1,248億美元，
二季度逆差大幅收窄至490億美元。
其中，月度結售匯逆差由1月的544億美元，逐步
回落到5月、6月的125億和128億美元。

市場主體持匯意願減
一季度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1,123億美元，二
季度逆差收窄至565億美元，其中1月至4月，銀行
代客涉外外匯收付款逆差逐月減少，分別為201億、
105億、59億和20億美元；5月、6月份轉為順差2
億和125億美元。
此外，衡量企業購匯動機的售匯率（客戶從銀行
買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支出之比）下降；衡量結匯意
願的結匯率上升，市場主體持匯意願有所減弱；部
分渠道的外匯融資規模回升。
銀行遠期結售匯逆 差也從一季度的363億美元大
幅收窄至二季度的8億美元。王春英認為，這顯示遠
期市場外匯供求逐漸趨向平衡，市場對人民幣匯率

的預期趨於穩定。

跨境資金流動基本穩定
對於未來跨境資金流動趨勢，王春英表示，總體
會主要反映國內經濟基本面。
隨着國內經濟轉型升級，中國經濟仍將保持中高
速增長，以貨物貿易為主導的經常賬戶仍會保持順
差；中國外匯儲備依然充裕，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
險的能力較強，對長期資本的吸引力依然較強；隨
着改革開放的推進，國內企業和個人將更加理性、
合理的調整資產負債結構，將引導跨境資本流動向

着一個更加平穩的方向發展。
對於英國脫歐事件的影響，王春英稱，目前尚沒
有發現英國脫歐事件對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產生較大
影響。
從短期看，國際市場波動的壓力已釋放，境內外
匯供求受到的影響有限。
從中長期看，英國脫歐公投以後的市場演變與傳
導具有較大不確定性，而且可能會影響到美聯儲貨
幣政策的調整節奏，共同影響中國跨境資金流動，
但不會改變跨境資金流動保持基本穩定的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2015年中國對外淨資產
降至1.6萬億美元，被德國超越，並十年來首次失去全球第二大
債權國地位。外界分析，其主要原因是中國為支撐人民幣匯率，
出售大量外匯儲備，再加上去年金融市場動盪導致大量資本外流
造成的。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21
日則表示，2014年以來對外淨資產下降，主要是因為採用新的統
計方法令對外股權負債增長，以及資產價格和匯率變動帶來的賬
面估值縮水，引起對外淨資產減少共計7,000億美元左右，但這
並非實際損失。

賬面估值縮水7000億美元
2014年以來中國對外淨資產連續下降：2014年末比2013年末
減少3,932億美元，2015年再降63億美元至1.6萬億美元，到
2015年末對外淨資產排名被德國超越，下降至第三位。日本則以
2.82萬億美元繼續排在第一位。
王春英解釋說，中國對外淨資產的增減，不僅會受國際收支金
融賬戶交易的影響，也就是對外投資或者吸引資金引起資產或者
負債增減的影響，還會受價格和匯率等非交易變動的影響。
從交易因素看，2014年和2015年中國國際收支金融賬戶對外
淨資產累積增加3,118億美元，使對外淨資產餘額也相應增加了
3,118億美元。近兩年間中國對外投資資產淨增加8,000多億美
元。

新統計方法降對外淨資產
而從非交易因素看，統計方法調整以及價格、匯率變動造成的
估值損失是近年對外淨資產下降的主因。王春英說，統計方法調
整使得近兩年對外股權負債增長近3,000億美元；2014至2015年
對外資產因價格和匯率因素減少3,969億美元。
王春英說，由於這類估值變化反映了不同時點賬面價值的變
動，不是實際損失。因此對於匯率、資產價格的變動導致的淨資
產規模增減，應以平常心看待。另外，對外淨債權的規模應該適
度，如果能夠吸引外來投資、合理利用境外低成本融資，其實也
是一個比較經濟合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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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管局數據顯示國家外管局數據顯示，，上半年銀行結售逆差上半年銀行結售逆差
11..1313萬億元人民幣萬億元人民幣，，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
11..1010萬億元人民幣萬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大型國企再傳合併消息。外
電21日報道，內地煤炭龍頭企業神華集團，正
尋求與中國廣核集團合併，資產規模涉及2040
億美元。據稱神華已向國資委提交與中國廣核
集團合併申請，併購交易將令神華獲得更清潔
能源發電的渠道。消息刺激中廣核旗下3家在港
上市公司股價爆上，其中中廣核礦業爆升
14.58%；神華集團旗下中國神華則平收。

冀利用更清潔能源發電
彭博21日引述知情人士稱，神華集團正在尋
求與中國廣核集團進行合併，該合併將可能創
建一個資產規模約2040億美元的公用事業行業
巨頭。因信息未公開而要求不具名的上述人士
表示，神華已經向國資委提交了與中國廣核併
購的申請。有關人仕稱，該併購尚未得到國資
委、相關監管部門及國務院的批准，目前仍然

存在變數。
報道又指，隨着中國尋求降低對煤炭的依

賴，並且下調碳排放，將中國最大煤炭企業神
華與中國最大核電企業合併的交易，將使神華
能夠利用更加清潔的能源來發電。知情人士
稱，國資委等相關部門也曾考慮將神華與其競
爭對手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合併。
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尋求到2020年對中國規模
達18萬億美元的國企部門實現全面改革，力圖
提振去年增速降至25年來最低的經濟。中國在
去年9月份表示，目標是實現國企現代化，改善
效率，簡化臃腫的國企架構，讓它們可以與大
型國際公司競爭。
內地《每日經濟新聞》引述神華集團新聞發
言人孟堅表示，就關於媒體報道的神華集團尋
求與中國廣核進行併購的事宜，現在沒有官方
消息。

■神華集團傳正尋求與中國廣核集團合併，資產規模涉及2040億美元。小圖為中廣
核旗下的大亞灣核電站。 資料圖片

神華母公司傳併中廣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寶萬之爭」
再有續聞。深交所21日分別發函，要兩者完善信息披露。
另有消息指，對於「寶萬之爭」，中國證監會緊急召開多
場會議，並成立小組處理事件。
據財新網報道，針對萬科7月19日公開舉報寶能融資平

台鉅盛華資管計劃違規的公開舉報信，證監會於7月20日
緊急召開了多場相關會議，討論相關的法律認定和對策。
與此同時，證監會專門成立了處理寶萬事件的領導小組，
包括辦公廳、市場部、法律部、會計部、基金業協會等部
門。

寶能否認資管計劃違規
而針對萬科向中國證監會等舉報寶能資管計劃違規，寶
能旗下鉅盛華21日發佈律師函稱，對於《萬科報告》質疑
鉅盛華多個資管計劃的信披違規一事，意見書認為相關披
露已如實進行，且合法合規，並不存在重大遺漏或違反信
息披露規定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寶能資管計劃能否合法擁有表決權，也
是萬科舉報信質疑的關鍵。寶能系委託中介出具的上述意

見書認為，其九個資管計劃的補充協議約定，按照鉅盛華
意見行使表決權的做法也並不違規。

深交所發函批萬科和寶能
而深交所21日在給萬科的監管函中提到：萬科7月20日

披露《關於媒體報道的說明公告》稱，萬科確於7月18日
和19日通過電郵、現場提交和郵寄快件等方式，向監管部
門提交了《關於提請查處鉅盛華及其控制的相關資管計劃
違法違規行為的報告》。此舉是向非指定媒體透露了《報
告》全文這一未公開重大信息，違反了《股票上市規則》
第2.9條和第2.14條規定，對萬科採取發出監管函、對主
要負責人進行監管談話等措施。
而在給鉅盛華的監管函中，深交所稱鉅盛華分別於

2015年12月、2016年7月披露擁有萬科股份權益的《詳
式權益變動報告書》。經深交所多次督促，截至目前鉅
盛華仍未按照要求，將相關備查文件的原件或有法律效
力的複印件備置於上市公司住所，上述行為違反了《股
票上市規則》第1.4條規定，深交所對鉅盛華採取發出監
管函、對主要負責人進行監管談話等措施。

中證監傳設小組處理寶萬事件

33香港推免費香港推免費WiFiWiFi惠市民惠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和記電訊旗下3香港21日
宣佈，由即日起至9月30日，全港流動通訊用戶，即使非
3香港客戶，身處任何「3HK WiFi(Free)」覆蓋的地點，均
可享每日三節，每節30分鐘的免費Wi-Fi服務。適逢暑假
旅行旺季，公司同日推出「3 LikeHome」月費計劃及漫遊
通行證，方便客戶在澳門和歐洲6個國家使用流動通訊服
務。

需處覆蓋點 每節30分鐘
3香港營運總裁陳婉真21如於記者會上表示，現時全港

有超過2萬個熱點提供WiFi服務，其中大部分熱點以1G光
纖寬頻為主幹，預期在下半年再新增3,000個WiFi熱點，
令總數量進一步提升至逾2.3萬個。
在漫遊服務方面，3香港推出「3 LikeHome」月費計

劃，當中除了包括香港本地話音及數據用量外，亦包括與
本地用量同等的海外漫遊數據用量。當客戶身處計劃指定
國家或地區，手機會自動接駁至3集團於當地的網絡，於
當地接聽來電，或致電至當地其他城市及香港，只會扣除
月費計劃內的話音用量，毋須繳付額外費用。

■■和記電訊營和記電訊營
運總裁陳婉真運總裁陳婉真
((左左))預期預期，，下半下半
年再新增年再新增33,,000000
個個WiFiWiFi熱點熱點。。

吳婉玲吳婉玲 攝攝

6月華個人購房貸款
增逾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德意志資產
管理亞太區投資主管Sean Taylor 21日表示，
該行看好香港及內地股市，認為港股繼續受惠
於美國緩慢加息，而歐洲資金亦會重新配置至
港股，加上內地經濟回穩，亦有利企業盈利。
同時，內地資金又會來港購入資產，故他認
為，具有國企改革概念的股份，值得看高一
線，另外也較看好互聯網相關股、內險股及內
房股前景。

「深港通」料三個月內開通
Sean Taylor 指出，港股下一波的利好誘

因，將與「深港通」有關。由於要趕及在今年
內開通，計及準備時間，料「深港通」最遲將
於兩至三個月內宣佈開通，措施有助穩定內地
投資情緒，也為市場增添信心，因為深圳股市
涉及很多高增長的新經濟股份，將為國際投資
者提供另類投資機會。
談及內地經濟時，Sean Taylor認為，內地

仍需很長時間，由出口導向轉為消費推動增
長，亦需時解決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問題。至於
人民幣，他料未來仍會繼續小幅貶值，料明年
6月前，人民幣會跌至6.9兌1美元水平，但國
際投資者並不太擔心現時的貶值幅度，因人民
幣在過去幾年來，已錄得巨大升幅。

資金避險 金價可見1390美元
德意志資產管理早前就英國「脫歐」公投

後，更新了今年環球經濟的增長預測，料今年
增長為3.3%，中國將貢獻1個百分點的增幅，
但Sean Taylor預期，環球經濟都在放緩，加
上投資者需要額外對沖政治風險，故料他們會
把部分資產投入黃金，相信金價每盎司會升至
1,390美元。
該行又預料，美國今年增長為1.8%，並會

溫和復甦；歐元區增長為1.4%，中國受惠第
二季經濟刺激措施，使今年經濟增長可達
6.3%。
若美國勞動力市場穩定，消費及房屋數據持

續回升，估計明年6月底前，美國會加息兩
次，每次加幅25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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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21日公佈的貸款投向
統計報告顯示，上半年房地產貸款和住戶消費性貸款
增長較快，截至6月末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同比增逾三
成。
數據顯示，6月末人民幣房地產貸款餘額23.94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4%，增速比上季
末高1.8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2.93萬億元，增量佔
同期各項貸款增量的38.9%。
其中，6月末房產開發貸款餘額5.41萬億元，同比

增長10.9%，增速比上季末低2.1個百分點；不過，
個人購房貸款餘額16.55萬億元，同比增長30.9%，
增速比上季末高5.4個百分點。同期，本外幣住戶消
費性貸款餘額21.71萬億元，同比增長27.9%，增速
比上季末高2.9個百分點。

北汽「十三五」目標6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北汽集團黨

委書記、董事長徐和誼21日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按照
集團「十三五」戰略規劃，到2020年要實現年產銷汽車
450萬輛，營業收入6,000億元人民幣的目標。

聯想夥鐵獅門開發後海綜合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聯想集團21

日宣佈，與鐵獅門公司達成合作協議，共同開發位於深
圳後海CBD商圈、佔地20.87萬平米的綜合體地產項
目，包括13.05萬平米的兩座辦公樓，7.25萬平米的商業
中心以及6,000平米的文化場所，服務範圍將覆蓋周邊5
公里範圍內的近百萬人口。

萬達擬拍比卡超真人版電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手機遊戲《Pokemon

GO》大熱，日前藝人周秀娜扮演真人版比卡超被網民
鬧爆，但如果是真人版比卡超電影，大家又會否受落？
據美國權威娛樂雜誌Variety報道，萬達集團旗下的傳奇
影業已成功收購《Pokemon》的電影改編權，並計劃與
Pokemon公司合作於明年開拍首部真人電影《Detective
Pikachu》（直譯「名偵探比卡超」），片名與之前任天
堂3DS一款遊戲同名，惟傳奇影業並未透露關於電影的
更多具體細節。

《狂野時速》熱 IMAX中國扭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受益於電影《狂野時
速》大賣，IMAX 中國 今年上半年轉虧為盈。公司21
日公佈，截至6月30日，錄得利潤1,770萬美元，而去
年同期錄得6,790萬美元虧損。每股基本盈利0.05美
元，不派中期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