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第六屆
「內蒙古．香港經貿合作活動」18日正
式在港開幕，開幕式現場共簽約19個重
點合作項目，涵蓋金融、製造、能源、
化工、現代物流、電子生物、基建等多
個領域。自治區副主席張韶春18日致詞
時稱，希望藉此活動進一步密切蒙港經
貿合作，更好地促進內蒙古與世界各地
的交流與合作，十分歡迎香港各界赴內
蒙古交流。

「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樞紐
張韶春介紹，內蒙古面積約佔全國國

土面積的1/8，其特殊的氣候和地理環
境，造就了大草原，大森林，大山脈，
大沙漠，向世人展現出多姿多彩的景
象。除此之外，還享有北方遊牧文化的
搖籃、中國的資源寶庫等美譽。
張韶春還強調，自治區是中國向北開
放的重要窗口和「一帶一路」建設的重

要樞紐，目前已開通對外開放口岸18
個，全面啟動滿洲里、二連浩特等兩個
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已同11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41對友
好地區關係。

投資環境優 全方位擴開放
隨後，自治區發改委稽察特派員張斌介

紹，內蒙古的投資環境可概括為三個特
點。一，投資環境優越，具有便利的區位
條件、獨特的資源稟賦、優越的要素保障
等；二，政策體系疊加，內蒙古享受西部
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國家民
族區域自治、延邊開發開放等優惠政策；
三，合作空間廣闊，加快建立現代化經濟
體系，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

港資投內蒙居首 涉多領域
此外，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發表演講時透露，在內蒙古投資的

國家和地區中，香港佔據了第一位，集
中在製藥、電子、燃氣、交通、採礦、
服務業等領域。截至去年底，累計有470
家香港企業在自治區投資，投資總金額
達104億美元；41家內蒙古企業來港投
資，總額為35.9億美元，同時有8間企業
赴港上市。
同一場合，南非駐港總領事倪清閣，香
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香港新西蘭
商會主席衛德雲亦發表講話，歡迎、鼓勵

兩地多多交流，推動商貿合作活動。中聯
辦副主任仇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
特派員楊義瑞，香港商經局副局長陳百
里，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王敏剛，全國
政協委員張學修、朱銘泉、楊志紅、詹洪
良、董吳玲玲、周勇、閻峰，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香港總商會主席吳
天海，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香港中
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林廣兆等政商界人
士亦參與了是次活動。

內蒙在港簽19重點合作項目

■(前排左1至3) ：內蒙古自治區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副局長杜鋼峰、內蒙古自治區農
牧業廳副廳長雲挨厚、全國政協委員兼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美國向中國通訊設備商中興通訊頒禁

令，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零部件、商

品、軟件和技術，引起內地通訊、電子類

企業的廣泛關注。正在舉行的第123屆廣

交會上，不少電子、家電類企業負責人坦

言，目前中國核心芯片技術依然依賴歐美

等巨頭技術，短期難以改變。他們同時表

示，將在力所能及的層面上，提高自主創

新能力，力爭在應用技術上達到百分百自

主研發，減少對外依賴。

無「芯」無力 內企最痛
中興事件反省 勢增自主研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
國樓價走勢分化加劇，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
「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18日
發佈的《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
析與預測報告》指出，在因城施策、差異化調控
的指導思想下，各地區走勢截然不同，東部地區
銷售面積出現負增長，而中、西部地區呈現出高
位企穩的態勢。

一線城市樓價下跌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指出，中國今年首季

東部地區銷售面積出現負增長，累計同比減少
7.3%，銷售額同比亦減少0.9%。與東部地區的
疲軟不同，同期中、西部地區都呈現出高位企穩
的態勢。其中，中部地區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和銷
售額同比累計分別增長14.6%和28.2%，西部地
區則分別增長12%和29%。
另一方面，樓價走勢分化亦在持續，三線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累漲1.3個百分點，一線
城市則累跌0.4個百分點。
報告直言，由於當前短期限購政策效果呈現邊

際遞減，有必要通過加快推進土地改革、戶籍改
革、教育和醫療制度改革以及租售同權措施等長
效機制，主動引導市場預期，避免陷入過去反覆
出現的調控之後價格反撲的怪圈。此外，亦需進
一步深化房地產市場改革，以市場化手段而非行
政手段穩定市場預期和平衡市場供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高力
國際18日發佈的《建設全球城市核心區：浦東
新區樓宇經濟未來展望》報告指出，去年約65%
的浦東甲級寫字樓租賃交易來自金融企業，故上
海金融業的持續發展，將是浦東商務區樓宇經濟
的強大基石。
截至去年底，浦東甲級寫字樓整體市場存量為

381萬平方米，其中最核心區域的小陸家嘴現有
存量約218萬平方米。
高力國際提供數據顯示，浦東未來5年的新增
供應約為165萬平方米，其中前灘的供應量將超
總量的一半，達84萬平方米。相對而言，包括
小陸家嘴與竹園在內的核心區的新增供應將十分
有限，總量為31萬平方米，且2019年之後將幾
乎再無新增供應。
該行預計，浦東核心區的空置率將在未來五

年，出現明顯下行趨勢，料將支持該區域租金穩
健走高。

浦東核心區甲廈
新供應短缺

中國東部樓市
銷售呈負增長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周三晚

突然宣佈下調部分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
率，釋放4,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刺
激滬深A股和債市18日應聲上漲。經濟
分析師認為，未來央行定向降準釋放流
動性的方式將成為操作常態。

興業：或每季操作一次
興業經濟研究諮詢分析師李苗獻、何
津津和魯政委等認為，展望未來中國差
異化貨幣政策會成為常態，央行仍可能
繼續通過定向降準的方式釋放長期資
金，替換陸續到期的MLF。

他在報告中寫道，從未到期MLF的時
間分佈來看，根據一次降準的幅度所釋
放的流動性來匡算，或許每隔2個月到3
個月就會進行一次定向降準。申萬宏源
分析師們也認為，考慮到置換後MLF餘
額仍有4萬億元，不排除通過降準置換會
成為後續常態化政策，100bps(基點)量級
的降準置換至少還有3次。由於此次降準
不是普遍下調，市場對享受降準的金融
機構範圍有不同理解。通過央行提供的
公開信息，不難計算出此次降準措施將
惠及絕大部分銀行機構和存款。
彭博社指，從資金規模看，央行稱此

次降準釋放的資金將用於替換中期接待
便利(MLF)約9,000億元，同時釋放增量
資金約4,000億元，即合計釋放資金約1.3
萬億元，降準幅度為1個百分點，因此對
應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存款規模應
為130萬億元左右，大致佔整體應繳準存
款規模的88%。
聯訊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研究
員李奇霖表示，此次降準釋放的資金應
將對沖5、6月份到期的MLF。
中國股市債市18日應聲上漲，其中，

10年國債期貨創近7個月來新高，現貨買
價殖利率則邁向近10個月來新低。天風

證券固定收益分析師孫彬彬和唐笑天認
為，儘管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取向不變，
但貨幣操作和資金面狀況較去年已完全
不同，對債市來說整體較為積極有利。
博時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王申也
稱，目前央行的流動性投放高度依賴
MLF、OMO等貨幣政策工具，需要大量
的質押品，未來可能會繼續用降準這樣
的常規型工具替代MLF和OMO。降準
也標誌着金融去槓桿從主要依靠總量收
緊的方式開始逐步轉向依靠監管大框架
的制度化推進，但金融去槓桿的大方向
或沒有根本變化。

機構分析：降準或成常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放開大額存單利率浮動上限
後，各家銀行發售大額存單以及上調其利
率的積極性增加。
據融360監測，中國銀行、農業銀行等

大行以及部分城商行隨即上調大額存單利
率，最高較基準上浮52%。目前兩年期、
三年期、五年期大額存單利率分別較普通
定期存款利率高51個、70個、83個基
點，較2017年底的大額存單利率分別上
調9個、13個、14個基點。

據其監測數據顯示，目前銀行定期存款
利率均值為2.30%，較2017年末增加0.9
個基點（增長率0.39%），同比增長3.2
個基點（增長率1.41%）。
融360分析師認為，銀行定期存款利率
均值近期持續上漲，一方面是由於美聯儲
加息、公開市場操作等因素導致利率水平
抬升，另一方面是放開存款利率等政策刺
激作用。
在受監測的617家銀行支行中，上調各
期限定期存款利率的支行較多，尤其一年

期、兩年期、三年期利率，上調支行數比
下調支行數分別多16家、24家和19家。
相比2017年底，上調一年期、兩年期利
率的支行數比下調的支行數分別多52
家、50家。
值得一提的是，據融360監測的35家大
額存單發行銀行數據，大額存單的利率全
部較基準利率上浮30%，而普通定期存款
僅有一半較基準上浮30%，前者的優勢明
顯。尤其是期限越長，二者的利率相差越
大。

銀行爭加息爭存款 大額存單最高上調52%

■中國銀行兩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大
額存單利率上調。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盧靜怡 廣
州報道）海關總署廣東分署18日發佈最新數
據指，廣東省今年首季外貿進出口1.56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長8.2%。

首季外貿增長8.2%
廣東省上季外貿之中，出口佔9,094.1億

元，同比增長2.5%，增速比全國（7.4%）低
4.9個百分點；進口佔6,513.4 億元，增長
17.3%，增速比全國（11.7%）高5.6個百分
點。粵進口增速快於出口14.8個百分點，貿

易順差收窄22.3%，表明廣東省市場向世界
進一步開放、共享。
從國家及地區來看，廣東省首季對香港、

東盟、美國、歐盟、台灣、韓國和日本進出
口分別增長2.4%、14.1%、6.1%、2.2%、
28.6%、9.2%和1.1%。同期，對「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進出口 3,585.5 億元，增長
10.5%。值得注意的是，去年首季及全年，
廣東省對歐盟和美國進出口均保持兩位數增
長，但今年首季對美貿易增速為6.1%，對歐
盟更只有2.2%。

粵對歐美貿易增速放緩在專門生產平板及筆記本電腦的企業
展位，吸引不少買家圍觀試用。深

圳希科普產品工程師曾盛對記者表示，
目前國內在芯片等核心領域的研發水平
較低，如果美國科技制裁範圍擴散，影
響會很嚴重。他說，公司生產的筆記本
電腦核心仍需用到英特爾芯片及谷歌安
卓系統。不過，目前中國自行研發的內
存近期即將出來，這也是國內首次打破
海外技術壟斷發展的新技術。
「我國目前除了芯片外的配件都掌握
了自主技術，但芯片研發不是簡單的工
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曾盛表
示，美國自去年起對中國電子通訊產品
的技術制裁趨嚴，目前首當其衝受影響
的是華為、中興等較大型企業，中小企
業暫時未受影響。他指公司產品銷往中
東、東南亞市場為主，以性價比高為賣
點。

憂歐日跟隨出禁制令
「即使美國限制芯片技術出口，仍有
歐洲、日本等國家技術可以引進。但我

們比較擔心美國施壓讓其他國家也對中
國限制技術使用。」四川九洲電器集團
國際市場部部長助理易繼春認為，這輪
貿易制裁對於手機等電子通訊行業衝擊
不少。
易繼春說，目前在芯片等核心技術研

發仍是中國的短板，儘管一般應用領域
的普通芯片可以自行國產研製，但對於
通訊等公共設施領域的芯片，試錯成本
非常高，必須要高效可靠，所以短期內
國內仍然不具備達標的芯片廠家。「我
國企業只能在能力所及的應用層面上自
主創新。」
大多數中國企業都意識到自主技術研

發投入的重要性。中電熊貓集團旗下的
熊貓電視展位上，各種高清大屏電視變
幻着不同畫面。「配件加上技術全在中
國這邊研發，如果不涉及核心芯片的
話，即使美國貿易戰也影響不大。」展
位負責人張先生表示，產品主要銷往亞
洲市場，而電視作為家用電子消費品，
技術含量並不太高，除了主芯片外，均
為企業自行研發產品。他告訴記者，集

團每年研發經費佔投入成本約30%，以
確保在市場上有創新。

輸出產品維持競爭力
深圳龍僑華實業公司主要生產模擬網
線系統、數字系統、智能家居等產品。
員工林小姐表示，公司去年總銷量有2.2
億美元，歐洲市場業務接近80%。她認
為，「中美貿易戰將為中國電子通訊類
產品提出警示，不過公司產品的生產和
組裝都在國內完成，百分百是自主研發
技術，因此不受影響。」
溫州華嘉電器公司海外銷售經理李成
海表示，目前產品主要銷往中東、東南
亞和非洲市場。歐洲、美國技術壁壘越
來越高，為此公司只能靠不斷提升技
術。據透露，該公司有200多個專利產
品，每年佔產品成本5%到10%左右。他
說，由於有產品技術競爭力，公司海外
銷售額達到2,000萬美元左右，去年有
10%增長，今年預計也會穩中有增。「費
用必須要投入，加強技術質量，不然難
以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李成海強調。

■廣東省今
年首季外貿
的進口增速
高於出口。

資料圖片

■廣交會繼續吸引大批海外採購商和中國企業到來。 ■外國採購商在廣交會的展位上仔細端詳中國產品。 ■中國企業生產的電腦受海外客商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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