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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企擬與JSW產電動車 投資10億美元

吉利印度組合營 股價破頂
吉利汽車股價破頂

比亞迪股價創一年高

近年吉利汽車母公司吉利控股不斷東
征西討，繼早前收購寶騰汽車及豪華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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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蓮花的股份後，下一個目標可能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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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指出，印度政府計劃於 2030 年前大
量推廣電動車，JSW 希望從中發掘巨大的商
機，但由於本身對電動車行業不熟悉，所以
選擇與吉利控股合作。
早前印度能源部部長 Piyush Goyal表示，
印度政府計劃在 2030 年起，新車市場僅準銷
售電動車，並預期在達標前兩至三年，政府
將協助電動車產業的發展。
但Goyal相信，自政府推動後，印度的電
動車市場將可穩步增長，屆時人民亦可以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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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得起電動車。

半導體及電池生產商將最受惠
分析指出，JSW 看好政策帶來的巨大商
機，欲拓展電能車，而看中吉利控股，相信
是兩大因素，首先吉利控股具備與外國公司
合作的經驗，第二是吉利控股近年亦積極發
展新能源車，故雙方合作意願甚高。JSW 集
團為印度大型綜合企業，業務包括鋼鐵、能
源、水泥及基建等。

銀行間開展兌柬埔寨瑞爾交易

此外，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12 日宣佈，13
日起開展人民幣兌柬埔寨瑞爾銀行間市場區域
交易，交易品種為即期詢價交易，包括 T+0、
T+1 和 T+2；人民幣兌柬埔寨瑞爾交易價暫定
為參考價上下 10%幅度內浮動。人民幣兌柬埔
寨瑞爾交易以人民幣為基準貨幣，報價精度為
0.01，最小交易金額為 1 萬交易貨幣。人民幣
兌柬埔寨瑞爾銀行間市場區域交易暫不收取交
易手續費。

中醫藥產業試驗區隴月底啟建
【大公報訊】記者肖剛甘肅報道：中國國家中醫藥
產業綜合試驗區建設啟動大會暨 2017 甘肅省中醫藥產業
博覽會，將於 26 日在“中國藥都”、“千年藥鄉”──
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舉行。屆時，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甘肅省政府將續簽《共建中醫藥發展綜合改革試點
示範省協議》。目前，馬來西亞中醫藥合作代表團已確
認參會，並將與甘肅省簽訂中醫藥合作協議，美國、泰
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國中醫藥考察團亦確認參
會。其間，將舉辦招商大會、專題論壇、展覽展銷、實
地考察活動。
今年初，中國國務院同意甘肅省建設國家中醫藥產
業發展綜合試驗區。目標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較為系統
的中醫藥產業發展政策體系，中醫藥產業創新能力明顯
增強，產業佈局逐步優化，市場環境顯著改善，產品質
量和供應保障能力大幅提升，中醫藥產業成為戰略性新
興產業和富民產業，成為促進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重
要動力。
據悉，甘肅省目前已在烏克蘭、俄羅斯、法國、新
西蘭、吉爾吉斯斯坦、馬達加斯加、摩爾多瓦、匈牙
利、巴基斯坦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掛牌成立八家
“岐黃中醫學院”、四家“岐黃中醫中心”，開展中醫
診療與技術培訓。

至於中國車市方面，市場關注工信部官
員有關研究停止產銷傳統能源汽車的言論，
瑞銀認為，若落實有關計劃，半導體及電池
生產商將最受惠。
中信里昂中國工業首席分析師李坤龍表
示，今年中國汽車業銷售增長樂觀，料全年
銷量增長達 5%，下半年增長好過上半年，料
達8%。
數據顯示，中國 7 月汽車庫存降至約 1.6
個月，屬今年低位。他相信，未來三至六個

月將出現新一輪補庫存，市場對汽車板塊投
資氣氛將轉為正面。另一方面，汽車融資興
起亦支持內地汽車銷售，數據顯示，中國汽
車消費的現金支付比例正在下跌，使用汽車
融資的比例則由 2016 年的 35%上升至今年首
季的42%。

比亞迪接太陽能組件訂單
另外，比亞迪在美國國際太陽能展上宣
佈，獲得美國千萬美元太陽能組件訂單。比

亞迪表示，此次中標 170 兆瓦太陽能組件採
購項目，將全部供給美國 NextEra 能源公司，
用於美國境內多處太陽能電站的建設。比亞
迪海外太陽能銷售總經理趙彤表示，此次成
功中標，證明比亞迪新能源的技術和品質獲
得全球最嚴苛市場的認可。
除太陽能領域的商業化運行外，比亞迪
也在探索風能領域的可能性。據介紹，比亞
迪太陽能組件在美國新能源市場累計出貨近1
吉瓦，佔據調頻儲能市場約50%的份額。

滇力建東南亞金融服務中心
【大公報訊】記者李寅舟報道：由
雲南省人民政府主辦，雲南省金融辦及
雲南省招商合作局承辦，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協辦的“2017 滇港金融產業合
作說明會”12 日在香港舉行。雲南省金
融辦副主任張霞表示，雲南的邊境貿易

對人民幣周邊化、區域化和國際化作出
了很大貢獻，而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亞
及東南亞的金融服務中心。另外，大華
銀行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葉楊詩明透
露，該行昆明分行已獲准 8 月開業，並將
在11月舉行開幕儀式。

“2017
滇港金融
產業合作
說明會”
12 日 在 香
港舉行

▲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人民幣兌美
元中間價終止連續11日升勢。12日，人民幣兌
1 美元中間價下調 280 點或 0.43%至 6.5277 元，
跌幅創今年 1 月 9 日以來單日最大，在岸及離
岸人民幣兌美元也延續上日的跌勢，在岸早段
曾逼近 6.55 元水平；離岸在相若時間也跌破
6.55 元左右。在岸日盤收盤跌 111 點至 6.535
元 。 13 日 ， 人 民 幣 對 美 元 匯 率 中 間 價 報
6.5382，較前一交易日下跌105個基點。
交易人士認為，近日監管層一系列動作以
及近期疑似中間價過濾，表明監管層不會輕易
入市干預。人民幣 12 日繼續大幅調整，市場情
緒依舊謹慎。12 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成交額較
上日升近 5%，達到 183.59 億美元。夜盤時
段，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在 6.5340 至 6.54 元範圍
波動。交易員指出，由於月中購匯較多，料短
期人民幣仍有調整空間，後市需關注美匯指數
表現。
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已將外匯風險準備
金率調整至零，以適應市場迴歸中性的變化。
但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12 日重申，個人境內提
取外幣現鈔政策未有出現變化。根據 2007 年
《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個人可憑本
人有效身份證件在境內銀行提取當日累計等值
1萬美元以下（含）的外幣現鈔，超過1萬美元
的需向當地外匯局事前報備。

人幣中間價終止 日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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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上，滇港代表就雲南的金融產
業合作和雲南沿邊金融改革發表演講。
張霞表示，雲南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
鍵，在於習近平總書記給予雲南三個
“新定位”：雲南作為中國少數民族最
多的省份，是民族團結進步的“示範
區”；作為生態環境優美的“動植物王
國”，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排頭兵”；
作為中國與東南亞三國接壤的省份，是
國家面向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她強
調，這三個定位如果拆開來看，特色或
許不算突出，但如果三個定位疊加，雲
南發展的唯一性就顯而易見。

邊貿推動跨境人幣業務
張霞特別提到，雲南率先提出通過
邊貿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將國家高
度集權的金融業適當地通過真實貿易的

金九失靈 滬新房交投周挫 23%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
道：儘管已進入九月樓市傳統銷售
“旺季”，上海樓市成交表現依然萎
靡。上海中原地產提供的數據顯示，
上周（9 月 4 至 10 日）滬新建商品住
宅 成 交 11.3 萬 平 方 米 ， 環 比 減 少
23.7%。同期，受成交結構性因素影
響，滬新房成交均價報每平方米 4 萬
7 千 260 元（人民幣，下同），環比
上漲3.6%。
上周，上海寶山區因前期投放大
量房源，出現簽約高峰，並憑藉單周

4 萬平方米的成交量錄全市交投榜第
一。當周，青浦、嘉定在成交榜上位
列第二、第三名，其單周成交量分別
錄1.3和1.2萬平方米。
上周滬成交排名前十項目中，每
平方米 4 至 6 萬元的中端改善型項目
佔 6 個，受成交結構性因素影響，當
周滬新房成交均價小幅攀升至每平方
米4萬7千260元。
供應方面，上周滬新入市住宅面
積 合 計 6.5 萬 平 方 米 ， 環 比 減 少
8.8%。

儘管當周新增供應量略有縮減，
但新入市的兩個項目的單次投放量均
逾 3 萬平方米，表明開發商投放動作
較為積極。
“隨着供應量的改善，市場交投
信心已逐步穩定。”上海中原地產市
場分析師盧文曦表示。他稱，從近期
推盤項目看，去化情況基本低於九
成，而今年上半年新盤開盤均能全部
去化，“目前市況仍較脆弱，若出現
利空因素，整個九月的成交量或難達
到歷年正常水平”。

港家族投資回報較全球遜色
【大公報訊】記者王嘉傑報道：
瑞銀公佈環球家族辦公室 2017 年報
告，內容針對亞太區家族辦公室的見
解。去年香港家族辦公室投資回報率
為 5.93%，較全球回報率為低，瑞銀
財富管理環球家族辦公室亞太區主管
Anurag Mahesh 表示，由於香港家族
辦公室在投資分配上，持有較多的現
金，相對保守，因此回報率較為落
後。
是次報告中，家族辦公室的2016
年的平均投資組合表現回報由0.3%顯
著反彈至 7%。北美洲家族辦公室表
現最為強勁，錄得7.7%回報，其次是
亞太區家族辦公室，錄得6.7%回報。
整體表現向好，是因為成熟市場的股
票市場與私募股權 2016 年表現持續
強勁。這兩種資產類別都佔全球家族
辦公室所持投資的一大部分。亞太區
方面，香港家族辦公室 2016 年的表
現回報為5.9%。

瑞銀財富管理環球家族辦公室大
中華區主管 Enrico Mattoli 表示，香港
家族辦公室偏好房地產的投資，其中
投資配置中，高達 26%直接投資房地
產，而亞太區為 20.3%，全球則為
16.2%。此外，香港家族辦公室的投
資中有2.2%投放於REITS上，亦高於
亞太區及全球平均的 1.4%及 0.8%水
平。另外，香港家族辦公室持有現金
比例亦較全球為高，達 12.4%，導致
在債券、股票及另類投資的比例上低
於全球及亞太區水平，故去年回報有
所落後。
另外，當被問到對於未來資產配
置計劃時，大部分參與調查的家族辦
公室都表示正計劃維持其成熟市場股
票及發展中市場股票的現有配置。私
募股權配置可能進一步增加，分別
40.2%及49.3%的家族辦公室有意提高
私募股權基金及共同投資的配置。
去年，家族辦公室排名第一的首

要工作是制定財富傳承計劃，69%預
期在未來15年進行世代交替。今年，
47.3% 家族辦公室表示已有一定計
劃，而29.6%仍在制定計劃。
財富傳承計劃方面，亞太區家族
辦公室略為落後其他地區，目前只有
13.0%已有書面計劃，19.4%完全無計
劃。報告亦顯示，子女在1980年後出
世的家族參與影響力投資的要求將會
增加。最受歡迎的投資行業是教育、
環保及資源效益。

家族辦公室投資表現
2017年報告 2016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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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打開通道”，因此雲南的邊境貿易
對人民幣的周邊化、區域化和國際化作
出了很大貢獻。
雲南的省會昆明早在 2009 年就被人
行指定建設成區域性的國際金融服務中
心。她指出，中國地域廣闊，金融的指
揮權向來高度集中，但因有不同的省
情，單獨“自上而下式”的發展，無法
有效激活龐大金融市場，由此“自下而
上”的金融改革就顯得尤為重要，雲南
的金融發展就在這樣的背景中孕育，雲
南面向南亞及東南亞的金融服務中心定
位由此誕生。
葉楊詩明指出，大華銀行作為新加
坡三家銀行中唯一可以向中國進口黃金
的銀行，已於 8 月份在雲南昆明批准開
業，團隊將在 11 月赴昆明舉行分行的開
幕儀式。

財經 速遞

里昂料內銀明年盈利單位數增長
【大公報訊】中信里昂證券中國金融研究
部主管鄭愛晶 12 日出席論壇時預期，內銀明年
盈利將錄得高單位數增長，主要受惠經營環境
改善，利息收入反彈，信貸質素亦會繼續好
轉。不過，內銀要有雙位數增長則仍有難度，
因銀行需要加強撥備以改善資產質素，而國際
會計準則 9（IFRS9）實施亦會對內銀盈利造成
壓力。

騰訊阿里達音樂版權合作
【大公報訊】傳聞騰訊旗下即將啟動百億
美元規模 IPO 的騰訊音樂，宣佈與阿里巴巴達
成版權轉授權合作，涉及曲庫數量超過百萬
首。根據協議，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把獨家代理
的 環 球 （Universal Music） 、 華 納 （Warner
Music）、索尼（Sony）全球三大唱片公司，
與韓國 YG 娛樂、傑威爾音樂（JVR Music）、
LOEN 等音樂版權資源，轉授至阿里音樂，曲
庫數量超過百萬首。

廣汽新疆項目年底投入使用
【大公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廣汽
傳祺兩款重磅戰略新品──“都市領秀大 5 座
SUV”GS7 與“新風潮智聯 SUV”GS3 近日在
新疆上市。坐落於烏魯木齊經濟技術開發區
（頭屯河區）的廣汽自主品牌新疆項目今年年
底完工並投入使用，屆時，本地產的廣汽傳祺
車型將達到七種。

北京體育冀五年建1千氣膜場館
【大公報訊】去年開始轉型的北京體育文
化產業，於今年初成立北京約頓氣膜建築技術
公司後，為未來大力發展建設氣膜場館鋪路。
主席兼行政總裁劉學恆表示，目標於未來 5 年
建1千個氣膜場館，地點集中於一線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