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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預計，明年中國商業銀行資產質
量續平穩，但部分領域潛在的風險仍值
得關注，包括「較高債務率房企或形成
一定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存在
的一定風險隱患」、「債券違約或帶來
的風險傳導問題」，以及「小微企信用
風險問題」。

倡四招應對外部風險
武雯指出，儘管明年部分領域潛在一定
風險，但隨着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步伐的持
續加速，及民企、小微企融資環境的逐步
改善，銀行資產質量下行壓力料獲紓緩，
明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仍將控制在2%以
內。她續稱，儘管中美貿易摩擦階段性暫
告一段落，但貿易衝突並未就此結束，預
計未來銀行業將從四方面入手應對可能的
外部風險。首先，是服務國家戰略，支持
實體經濟；其次，是全面評估風險敞口，
抓住貿易摩擦「停戰」窗口期；再次，是
加強利率匯率走勢研判，提前做好預案；
最後，是確保海外分支機構合規經營，審
慎開展海外併購貸款等業務。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來，中國不少商

業銀行已將「發展金融科技」提升至戰略
高度，銀行旗下金融科技子公司頻頻「登
場」，無人網點逐漸鋪開，銀行業「金融
科技＋全場景」的格局逐漸顯露。與此同
時，前沿金融科技技術被銀行系統加速落
地應用，相關金融科技產品創新亦層出不

窮。
穆迪副總裁、高級信用評級主任蔡慧坦

言，網絡金融服務的增長，有助於金融深
化和增加金融服務渠道，並對未來中國經
濟的持續擴張構成支撐。不過，第三方非
銀平台數量的增長，在帶動網絡金融服務
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相對較高的違約
率，目前內地嚴格的監管，將促使低效
率、高風險的第三方平台退出市場。
據記者了解，目前中國第三方平台主要

包括兩大類型，即「金融機構與科技企業
合作平台」及「點對點平台」，第一類可
令合作雙方受益，該類型可支持金融機構
更高效地服務小客戶，並為科技企提供更
多貨幣化機會。

金融科技發展料續分化
在談到明年商業銀行金融科技發展前景

時，武雯預計，2019年大中小型銀行的金
融科技發展將續分化，銀行業將繼續成為
新技術應用的排頭兵，且金融科技改變銀
行架構及經營流程的進程還將加速。
至於金融科技發展過程中涉及的「底層

架構」、「政策合規」、「數據運用」、
「在線信貸」、「技術與網絡」等風險防
控方面。報告建議，深入應用金融科技賦
能業務轉型，全面提升數據治理與應用能
力，並在兼顧機制創新與科技創新的同
時，有序推進適應科技創新的機制創新，
全面加強金融科技風險管理。

中國雙創主體總量首超億戶
【大公報訊】記者劉蕊、通訊員谷素梅鄭州報

道：由天明雙創研究院聯合UFO.WORK共享辦
公編寫完成《2018雙創白皮書》統計，2018年，
中國市場主體總量首次超過1億戶；120家國家
「雙創」示範基地、5,500多家眾創空間、4,000
多家科技企業孵化器、3,500多家創業投資機構蓬
勃發展，助力中國成世界上第二大創業市場。
該報告在12日舉行的第四屆中國創客領袖大會
上公布。報告指出，四年時間，全國孵化器面積
達到1.18億平方米，在孵企業17萬家；1,200萬平
方米的眾創空間，每年服務41萬創業團隊和初創
企業，眾創空間成為促進雙創發展的新高地。
四年來創業資本發生了明顯轉變。白皮書統

計，今年上半年，中國創投市場共發生投資2154
起，同比下降13.8%；天使輪投資全年整體處於
下降狀態。募資難問題凸顯，融資輪次逐年後
移，但優質機構仍能獲得大額融資。
而獨角獸企業則成為市場主角。據了解，2018

年中國擁有獨角獸企業83家，僅次於美國，佔比
34.3%。電子商務、教育科技、金融科技排名前
三。隨着多項國家級政策的層層疊加，河南雙創
氛圍持續提升。今年全省實有市場主體530.6萬
戶，穩居中部第一位。鄭州雙創領跑河南，洛
陽、南陽、新鄉、商丘、許昌緊隨其後。
作為中國最知名的天使投資者之一的真格基

金，其創始人徐小平12日在會上表示，中國創業

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但未來十年是中國創業的
白金十年，中國創業的環境只會越來越好，越來
越多；中國創客的水平也會越來越高。
此外，12日的創客領袖大會上也舉辦了「致敬
40年 中國創客 創想未來」的主題論壇。出席論
壇的第一財經原總編輯秦朔認為：「不能夠把創
業簡單當成當個體戶公司，在大公司裏也有創業
機會。」中國創客領袖大會榮譽主席、亞布力中
國企業家論壇主席田源直言，創業不是做互聯
網，向投資人要錢。中國智慧控股董事長陳軍強
調，創業要有耐性，謀定而後動，很多事情以時
間換空間，以小勝換大勝。並提醒年輕人創業不
要盲目追趕潮流。

寶坻到港推津僑國際小鎮項目

逢低購匯需求旺 人幣漲幅收窄

瑞幸咖啡半年估值飆120% 創行業獨角獸成長紀錄

交通銀行12日發布的「2019年中國銀行業運行展望」報告預測，2018

年中國銀行業淨利潤同比或增7.1%，有望錄2015年來新高，銀行業整體

不良貸款率則會控制在1.9%以內，銀行非利息收入預計增長11.6%，進

而帶動行業收入端持續修復。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武雯相信，在中

國經濟下行壓力漸增，及貿易爭端帶來的不確定因素下，明年中國銀行

業整體淨利潤或在5%至8%，商業銀行全年不良貸款率仍將控制在2%以

內。

內銀今年料多賺7.1%四年最勁
交銀：民企融資環境改善明年壞帳率難超2%

中 國 經 濟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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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預計，明年大中小型銀行的
金融科技發展將續分化，銀行業將
繼續成為新技術應用的排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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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新
零售咖啡代表的瑞幸咖啡，12日天宣布完
成2億美元B輪融資，投後最新估值達22億
美元。
相較此前A輪融資後10億美元估值，瑞幸
咖啡在短短5個月內，估值就狂漲120%，
刷新了行業獨角獸成長新紀錄。
此次融資由愉悅資本、大鉦資本、新加

坡政府投資公司（GIC）、中金公司等參
與，完成融資後，愉悅資本創始及執行合
夥人劉二海進入公司董事會。瑞幸咖啡創
始人兼CEO錢治亞表示，融資後會持續加
大產品研發、科技創新與業務拓展等方面
投入。
瑞幸計劃到年底，全國門店數量達2,000

家。

【大公報訊】記者王芳凝報道：「2018香
港寶坻日．津僑國際小鎮項目推介會」12
日在港舉行。活動上，寶坻區政府、津僑
小鎮、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一帶一路」商
務促進委員會共同簽了戰略合作協議。寶
坻副區長王智東指出，寶坻正處於津京黃
金節點，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也處於重要
地位，應加強兩地合作，促進寶坻走出
去。
據介紹，天津市今年對招商引資重視程
度前所未有，寶坻區更是下大力度實施
「走出去」招商戰略，搶抓京津冀協同發
展、京唐、京濱、津承、京滬二線高鐵過
境並建設樞紐站等一系列多重疊加機遇，
圍繞實現「北國江南、京畿重鎮、人文寶
地」美好願景，加快打造京唐秦發展軸活
力新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地、產
業科技創新高地、國家生態保護與建設示
範區。
王智東指出，寶坻是天津的直轄區，享
受了國家發展戰略的天時、地利與人和。

他續稱，未來重點推進「一帶一路」的建
設、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推進長江經濟
帶發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寶坻未
來發展會搶抓新機遇、打造新亮點、展示
新作為，並匯集各方智慧、資源和力量，
把寶坻更好領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之
中。
活動上還進行了津僑國際小鎮logo發布

儀式，寶坻區區長毛勁松、津聯集團總經
理王志勇、雅居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會主席兼總裁陳卓林、華燊發展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會主席沈家燊共同為津僑國際小
鎮logo揭帶。
此外，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寶坻
區區長毛勁松，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
長、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林廣兆，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榮
利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主席盧文端，津
聯集團總經理王志勇等百餘位企業家及各
界人士出席了是次活動。

【大公報訊】記者張豪上海報道：中美貿易談
判有好轉跡象，在岸人民幣兌美元12日曾漲逾
250點高見6.8733水平，但由於市場不明朗因素仍
較多，客盤逢低購匯需求仍旺盛，在岸人民幣最
後收升97點至6.8893元，交易員認為，目前情況
還是很複雜，人民幣要出現趨勢性的升貶不易。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12日下調68點報6.9064，
為連續第五天下調。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表示，

中國正在購買「大量」美國大豆，與中國貿易談
判已通過電話在進行，而且美國與中國官員可能
進行更多會談。特朗普並稱，在確定中美能否達
成協議前，他不會上調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消息
刺激離岸、在岸人民幣開市後均做好。
中美貿易談判有轉好信號，加上美聯儲12月加

息預期亦有所緩解，美指反彈高度也可能受限。
有外資交易員估計，短期匯市仍會在可控的區間

範圍內波動。
投行摩根大通最新報告指，將2019年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GDP）增長預測微上調至6.2%，中美
貿易緊張局勢變化將會是關鍵變數。報告認為，
貿易談判將會是崎嶇的過程，而關稅及非關稅的
行動有可能在明年恢復。該行的外匯策略團隊將
人民幣兌美元匯價預測修訂為明年底貶至7.1水
平，此前預測為7.2；而今年底則為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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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早前表
示，有意推行港股全面實名制，以打擊人頭戶。
證監會新任主席雷添良12日透露，計劃明年就港
股全面實名制進行諮詢。
此外，早前證監推出新版面，鼓勵舉報涉嫌企

業欺詐和市場失當行為，雷添良表示，推出近兩
個月至今，已收到80宗舉報，證監會亦已跟進部
分舉報個案。
雷添良表示，上任後證監會仍會朝四大方向發

展，第一是保持有效的監管，第二是促進內地及
香港監管機構的合作，第三是幫助市場發展，第

四是提升監管的成效。他指出，證監會一直與中
國證監會保持交流，又會派員到內地培訓，而在
調查方面，中國證監會亦會協助提供資料。作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指出，有關身份讓他
可以有機會在三月的「兩會」時，與中國證監會
主席劉士余會面，討論有關ETF通，以及開放債
券通南向部分。
今年9月17日，滬股通及深股通，實施投資者
識別碼制度，即所謂的實名制。至於何時會推行
港股通實名制，雷添良表示，現時未有時間表。
至於有關港股全面實名制則需要經過諮詢程序。

早前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的建議指引展開諮
詢，有關諮詢期已過。雷添良表示，目前所收集
到的意見大多認為，證監會提出的關注是合適，
但當然亦會有提出相反意見，具體總結仍需要時
間整理。
另外，原定今年推出有關企業可否通過同股不

同權持有上市公司的諮詢，因港交所表示就擴大
同股不同權機制的問題應再深入考慮，因此將諮
詢押後。
雷添良表示，證監會有給予港交所意見，何時

會推出諮詢，將由港交所決定。

IMF讚港經濟有力抵禦衝擊
【大公報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IMF）

代表團在其最新評估中讚揚香港特別行政區，認為
全球增長面臨的風險正在增加，但是香港多年來一
直奉行的審慎宏觀經濟政策，為香港提供了強大的
緩衝空間，以應對挑戰及確保經濟持續穩定。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歡迎IMF再次肯定香港的
前景，及強大的緩衝空間和健全的政策框架。他
說，雖然香港具備能力應對未來的挑戰，政府仍會
繼續保持警惕，監控風險，並致力推動經濟發展，
為香港經濟增添活力。
IMF預期本港今年經濟增長3.8%，明年收窄至
2.9%。有關預測假設美國對總值2,500億美元來自
中國的進口貨物，徵收25%關稅措施，在明年1月
生效，及假設貿易摩擦不會進一步加劇。同時，認
為目前本港樓市有放緩跡象，利息上升將令市場有
序降溫，但樓價仍然被高估。並表示當局的樓市宏
觀審慎監管措施仍適合，應該繼續實施，直至有更
多跡象顯示樓價跌勢持續，才考慮「減辣」。
IMF代表團認為，香港多年來一直奉行審慎的宏

觀經濟政策，以及穩健的金融規管及監管，有助香
港抵禦內部及外來的可能衝擊。IMF說，充裕的外

匯儲備、經常帳戶盈餘、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國際投
資頭寸淨值、龐大的財政儲備、銀行體系資本充足
和資產質素高等，均為香港帶來強大的緩衝空間。

陳茂波：保持警惕
代表團重申聯匯制度仍然是最適合香港的匯率制

度。聯匯制度一直作為維持穩定的基石，有助確保
經濟持續增長和維持競爭力，以及確保廣泛的金融
服務業運作暢順。
陳茂波表示，為支持長期經濟增長，政府致力提

高勞動人口參與率及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我歡迎代表團認同我們所採取的措施，包括把握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創新科技領域的迅速發展所帶
來的機遇。」
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亦表示，歡迎代表團重申

對聯繫匯率制度的肯定，認同維持香港經濟穩定的
基石。
面對今年較早時資金流出港元的情況，聯匯制度

一直依照設計運作暢順。這反映各界對聯匯制度作
為一個清晰、具透明度及在香港行之有效的機制的
信心。

▲陳茂波歡迎IMF再次肯定香港的經濟前景
資料圖片

證監擬明年諮詢港股實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