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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最佳 未來料保持強勁
價格漲工業利潤增31.5%

財經速遞

徽商行中止A股上市申請
【大公報訊】記者黃裕慶報道：徽商銀
行回歸A股上市計劃受挫。該行27日發通
告稱，由於仍須就A股上市相關法規及中
證監要求作協商，且考慮到現行審計師服
務時間已屆最長年限需要更換，董事會決
議向中證監申請中止審查A股發行，並於
27日向中證監報送有關申請。

滬上週新房交投量價齊升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報道：上海鏈
家和上海中原提供的數據顯示，3月20至
26日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8.02萬平方
米，環比增長10.3%；新房成交均價環比
升3.6%，至每平方米47,521元（人民幣，
下同）。至此，本月前26天，該市新房成
交僅54萬平方米。分析稱，新房成交套數
春節後首升穿1,500套，市場雖略有回暖，
但成交量升幅總體有限。

北汽整車銷售增速跑贏大市
【大公報訊】記者李永青報道：去年中
國汽車市場回暖，據中汽協發佈的數據顯
示，全年實現銷量增長13.7%。北京汽車
高速發展，全年合計實現整車銷售192.9萬
輛，同比增16.4%，近五年銷量複合增長
率達16.7%，高於中國乘用車行業的整體
增速。

國泰君安招股 3200元入場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賢報道：國泰君
安證券29日起招股，共發售10.4億股H
股，發售價定價每股15.84元（港幣，下
同），入場費3,199.92元，預計于4月11
日于主板掛牌，集資約164.7億元，暫成今
年集資額最大新股。集團引入六間公司為
基石投資者，合共認購2.94億股H股。

【大公報訊】輝山乳業24日急插85%後停
牌，疑涉資金鍊問題，當地銀監局緊急聯合各
大債權行，成立「債權銀行委員會」共商解決
方案。業界眾說紛紜，23家債權銀行亦被推向
風口浪尖。債權方之一的招商銀行貸款予輝山
的境內外敞口逾4,000萬美元，該行稱密切關
注事件進展，銀行業將「共同進退」。

今明年到期付息情況正常
招商銀行副行長兼董事會秘書王良27日出席

業績發佈會時透露，24日已對輝山相關業務進
行排查，共涉境內外兩筆貸款，敞口合計約
4,040萬美元，分別於今年5月及明年到期，目
前付息情況正常，均不欠息。該行一間境外分
行參與了輝山一筆境外銀團貸款，擁有2,500

萬美元債權，另一間境內分行亦予輝山2,200
萬美元貸款，其中30%為保證金。
王良表示，該行正積極與境外銀團的牽頭行

溝通協調，遼寧銀監局亦針對境內貸款成立了
債權銀行委員會，並於上週五召開債委會會
議，研通過出讓輝山股份等方式補充現金流，
以償還當前到期貸款。至於何時能夠收回貸
款，王良稱方案的落實仍需一段時間，「現在
還不好說」，會持續關注事件進展。

平安銀行貸出21億港元
平安銀行27日發佈公告，指輝山乳業控股股

東質押股權貸款21.42億港元，並重申該行及
該行控股股東中國平安保險並未持有輝山乳業
股份。

【大公報訊】記者李永青報道：受海外市場
需求回穩，上月香港出口值按年升18.2%，創
2011年3月以後最佳單月表現。商會人士分
析，一方面是外圍市場需求見反彈，另外今年
農曆新年在1月份，很多內地工廠及工人放
假，故將積壓的訂單延後至2月出貨，才令上
月香港出口似是突然好景，但今年外圍市況仍
挑戰重重，若出現任何重大不利事件，隨時會
拖累香港出口表現。
合併1月及2月份計算以中和農曆新年假期

出現在不同日子的影響，轉口與港產品出口合
計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6.7%。其中轉
口貨值上升6.8%，而港產品出口貨值則下跌
2.1%。同時，商品進口貨值上升9.3%。總計
首兩個月，香港錄得有形貿易逆差686億元
（港元，下同），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1.3%。
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商品出口繼續改善，

出口貨值在外圍需求改善下，按年進一步顯著
增長。輸往內地及其他多個亞洲市場的出口提
供主要的增長動力。
發言人認為，貿易環境仍然存在許多不明朗

因素，包括美國利率正常化和其他政策方向相
關的不確定性、英國「脫歐」的相關發展，以
及不少地區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政府會繼續
密切留意有關情況。
統計處資料顯示，2月份商品整體出口貨值

為2,417億元，較去年同月上升18.2%。其中轉
口貨值為2,389億元，上升18.4%，而產品出口
貨值則上升至28億元，升幅為3.8%。
按地區分析，今年2月份比去年同期，出口

到亞洲整體貨值上升29.9%。尤其是中國台灣

升82.7%、越南升46.5%、中國內地升35.9%。
輸往其他地區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
是德國跌19%、英國（跌18.8%）和美國跌
10.9%。

【大公報訊】記者黃仰鵬深圳報道：
深圳市政府27日為首批創新創業基地授
牌，包括華強北、前海、騰訊等10個區
域、企業及科研院校獲批籌建「雙創」
基地。騰訊基地負責人表示，力爭到
2020年扶持1,000萬創業者，孵化1,000
家市值過億（人民幣，下同）的公司，
培養200個億萬富翁。
27日，深圳副市長艾學峰表示，深圳

啟動創新創業基地建設，旨在加快推動
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發
展，促進創業，創投，創客「四創聯
動」，為培育發展新動能提供有力支
撐。
據了解，深圳市確定的首批10個創新

創業基地，包括福田華強北、羅湖區大
梧桐新興產業帶、龍崗阪田等3個區域
創新創業基地，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
院、深圳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三
個高校與科研院所，以及騰訊、前海深
港國際、深圳灣、國際低碳清潔技術創
新中心等4個企業創新創業基地。騰訊
創新創業基地負責人李濤表示，未來將
依託互聯網開放平台，力爭到2020年扶
持1,000萬創業者，孵化1,000家市值過
億的公司，培養200名億萬富翁，形成
「資源開放，平台共享，生態共榮」的
「互聯網＋」產業創新創業新格局。
前海深港（國際）智能科創基地負責

人表示，將依託夢工場，加上現有100萬平方
米的空間載體，實現多點佈局和多產業共同孵
化，形成輻射整個前海區域的智能科創示範
基。據悉，轄區內擁有華為、富士康等大型企
業的深圳阪田基地，三年內將完成年均投資10
億元左右，加快推進園區基礎設施及配套設施
建設，推動示範基地創新性項目和企業的成長
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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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招商銀行副行長兼董事會秘書王
良、行長田惠宇、董事長李建紅、常務副行長
兼財務負責人李浩 大公報記者吳涵宇攝

【大公報訊】中國財政部27日公佈，今年前
兩個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國有企
業）實現利潤總額3,018.6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40.3%。
其中，中央企業利潤總額錄2,346.1億元，同

比增23.7%；地方國有企業利潤總額錄672.5億
元，同比升164.2%。中國財政部表示，今年首
兩個月國有企業經濟運行趨穩向好，收入和利
潤實現快速增長。

財政部刊登自其網站的新聞稿並指出，前兩
個月，石油石化、煤炭、鋼鐵等去年同期虧損
的行業全部轉為盈利；交通、電子和輕工等行
業實現利潤同比增幅較大。機械和電力等行業
實現利潤同比降幅較大。
數據並顯示，同期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為

7.24萬億元，同比增17.8%。其中，中央企業為
4.53萬億元，同比升15.5%；地方國有企業2.71
萬億元，同比漲1.8%。

何平進一步表示，首兩月工業生產延續上年
以來穩中向好的態勢，過半數主要工業產品產
量增速比上年12月加快或降幅收窄。同時，產
品價格明顯上漲，期內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
比上漲7.3%，漲幅比上年12月提高1.8個百分
點。其中，2月份上漲7.8%，創2008年以來新
高。

近九成行業盈利增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透露，
「去產能」引發的上游工業品價格上漲，帶來
利潤增加；且最新數據也表明「降成本」、
「去槓桿」亦獲明顯成效，這從工業企業負債
率下降中便可見一斑。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
師李慧勇認為，上、中游行業均獲顯著改善，
且得益於價格的上漲及需求的回暖，採礦業、
製造業利潤均顯著改觀。

分行業看，今年首兩個月，41個工業大類行
業中，其中36個或87.8%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
加，5個或12.2%行業減少；而同比增幅位列前
三的為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石油加
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及有色金屬冶煉和壓
延加工業，分別增長21.1倍、1.3倍和1.2倍。
何平稱，受上述行業利潤大增，國有企業效

益明顯復甦，前兩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
中，國企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升1倍。同期股份制
企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私企實現利
潤總額同比增速分別錄 33.6%、 29.8%和
14.9%。

產成品週轉天數續減
何平認為，數據反映企業效益的其他指標也

明顯改善，包括利潤率同比明顯上升；回款難
首現緩解；存貨增長有所加快，但產成品週轉

天數繼續減少。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相信，雖然未來

工業企業利潤恐難長期延續30%以上的增速，
但今年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料保持強勁。並預
計，綜合通脹預期升溫、投資需求穩健，及出
口需求回升等因素，製造業企業的銷售增速或
續向好、產能利用率和資產週轉率都將提高。
唐建偉則坦言，儘管前兩個月工業企業效益
數據顯著改善，但利潤回升多集中在上游行
業；另一方面，國企利潤增速仍明顯高於民
企。他續稱，首先，需關注國企對民企利潤是
「傳導」抑或「擠壓」」，未來民企投資意願
和能力變化情況，將決定工業企業利潤整體增
速回升的持續性；其次，應關注上游行業對
中、下游行業價格傳導效果；最後，需關注投
資與消費之間的背離，一旦消費回落，整個工
業企業利潤持續回暖基礎就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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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指出，總體看工業企業利潤仍屬於恢復性增長 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公佈數據顯示，中

國今年首兩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

潤總額 1.02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31.5%，分別較去年12月和去年全年加速

29.2和23個百分點，增速創2011年4月

以來的新高。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博士

分析，生產加快、價格上漲及成本費用下

降促使企業利潤增長明顯加快，總體看工

業企業利潤仍屬於恢復性增長。專家預

計，未來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是否能長期延

續高增長有待觀察，但仍會保持強勁。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

國企經濟運行向好盈利增40%

【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第21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27日在
中國深圳和意大利米蘭兩個會場同時發佈，共
有88個金融中心進入榜單，二十大中亞洲佔七
席，新加坡、香港、東京、悉尼位居第三、
四、五、八位；上海、大阪、北京位列十三、
十五、十六位。
據介紹，隨着中國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不
斷推進及金融體制的不斷健全，中國金融中心
的競爭力將不斷提升。未來，中國金融中心應
加強與全球各金融中心的聯繫與合作，建成更
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製，從營
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城
市聲譽等方面對全球重要金融中心進行評分和
排名。

京滬評分排名均上升
報告顯示，倫敦、紐約、新加坡、香港和東

京仍是全球五大金融中心。但倫敦和紐約受英
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的影響，評分出現大幅下
降，分別下降了13和14分；亞太地區金融中
心「趕超」歐美傳統金融中心的步伐正在加

快，新加坡和紐約的差距已減少為20分，悉
尼、上海、大阪和北京在評分和排名方面均有
所上升。
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

劉國宏接受《大公報》採訪時指，本期報告對
國際金融專業人士的調查問卷顯示，社會環境
和政治局勢是影響金融人士對金融中心評價的
最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金融規模具優勢
他並介紹，中國內地有上海、北京、深圳、

廣州、青島、大連六個城市進入榜單。上海和

北京較上一期升分別三及十位；深圳全球排名
第二十二；廣州首次進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體
系，全球排名第三十七；青島排名三十八，較
上期排名上升八位；大連評分和排名再次下
降，本期全球排名第七十五。
報告對中國金融中心建設取得的成就表示極

大的認可，認為中國金融中心在金融規模指標
方面具有很大優勢，未來具有「廣闊的前景和
巨大的機遇」。
未來，中國金融中心應加強與全球各金融中

心的聯繫與合作，建成更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
中心。

【大公報訊】中國人民銀行（簡稱「央
行」）副行長易綱近日表示，央行將完善人民
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礎設施，發展改革
和風險防範並重，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規範發
展；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
升人民幣投資儲備和金融交易功能。在中間價
走高帶領下，27日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價收盤創
近一個月新高，報 6.8764 元（人民幣，下
同）。
易綱在2017年跨境人民幣業務暨有關監測

分析工作會議上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中
長期戰略，要保持定力，穩步實現目標。人民
幣國際化的市場驅動力沒有變，這是人民幣國
際化最重要的基礎和支柱。他又要求，做好政
策頂層設計，便利貿易、投資、支付，便利把
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同時穩步推動資本
項目可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使用相關基礎設
施建設；引導好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完善監
督和管理手段。

央行完善人幣跨境使用政策

▲環球經濟環境有所改善，倘若持續，可為亞
洲貿易帶來支持，香港出口也能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