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5,718億元人民幣借款還款期分布

1年以內還款
2,400億元

總額比例42.0%

1至2年還款
1,568億元

總額比例27.4%

2年以上至5年還款
1,643億元

總額比例28.7%

5年以上還款
107億元

總額比例1.9%

資料來源：恒大中期財報截至6月30日

●●陳凱韻強調陳凱韻強調，，華置華置、、
劉鑾雄及自己的現金劉鑾雄及自己的現金
流流，，均未有受到恒大的均未有受到恒大的
投資影響投資影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瑞
銀中國「5不變」前景值得期待

解讀加強監管新政 無礙對外資吸引

：
近日中央持續加強對行業的監管近日中央持續加強對行業的監管，，股市出現波動股市出現波動。。瑞銀瑞銀88月月3131日分析指出中國在日分析指出中國在

經濟及改革開放政策上有經濟及改革開放政策上有「「55 個不變個不變」，」，認為中國的有關監管收緊認為中國的有關監管收緊，，不會影響外國投不會影響外國投

資者增加中國資產配置資者增加中國資產配置，，政府對科技平台政府對科技平台、、互聯網公司的監管跟創新和科技自立並不互聯網公司的監管跟創新和科技自立並不

違背違背。。該行並認為中國的緊縮貨幣政策已經過去該行並認為中國的緊縮貨幣政策已經過去，，未來將恢復常態未來將恢復常態，，估計人行未來還估計人行未來還

有機會再次降準有機會再次降準，，以釋放長期流動性以釋放長期流動性，，今年內減息的機會則不大今年內減息的機會則不大，，該行預計中國今年該行預計中國今年

全年全年GDPGDP增長增長88..22%%，，消費增速為消費增速為77..66%%。。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岑健樂

在瑞銀8月31日的「中國宏觀經濟解讀及
股市投資策略分析」電話會議上，瑞銀

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
學家汪濤分析中國政經宏觀環境的熱點問
題，對於中國近期持續加強行業監管的舉
措，她認為起源於中國以前對新經濟新業態
的監管框架並沒有很完善，現時的一系列措
施和規定主要是彌補之前漏洞，同時完善整
個金融監管體系，以實現防範金融風險，反
壟斷，加強數據和信息安全監管，減少社會
不公平和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

新措施完善監管體系防風險
從國家監管的出發點考慮，她認為基礎教

育、基本醫療，其他基礎公共服務領域，如
食品和藥品安全，基本住房等，以及涉及數
據和信息安全的，未來監管可能會持續。
儘管受政策影響，資本市場有所調整，但

汪濤認為如果監管措施能保持良好溝通，穩
定投資者信心，相信影響不會太大。長期而
言，中國收緊對行業、企業的監管不會影響

外國投資者增加中國資產配置。中國堅持市
場化的方向不改變，擴大更高水平的開放，
包括金融市場的開放仍然值得期待。

監管跟創新科技自立不違背
歸納起來，中國在經濟及改革開放政策上

有「5 個不變」。她說，中央政府對科技平
台、互聯網公司的監管跟創新和科技自立並
不違背，政府也會進一步推動數字化的發
展，這個方向沒有什麼改變。此外，中證
監、中央也出來澄清過，堅持市場化的方向
是沒有改變，也會繼續進一步擴大改革開
放，而且是更高水平的開放。
汪濤續指，中國收緊監管，包括加強反壟

斷，有利中國中小型企業發展。對投資者來
說，加強監管短期內肯定會有一定影響，但
是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前景並
沒有變，繼續擴大開放的方向也沒有變。在
這樣的情況下，相信長期而言中國收緊監管
不會影響外國投資者增加中國資產配置。此
外，她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方向也沒有

改變，但是與數據有關的企業到國外上市，因
為受到更多的監管，步伐可能會放慢。

經濟或減速 未來可能再降準
談及中國的宏觀經濟，汪濤預計中國經濟

將持續增長，今年全年中國GDP將按年增長
8.2%，但下半年增速可能因為疫情走弱。另
外，她估計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回歸常態，
相信已經結束收緊政策的過程，但面對下半
年中國經濟增長趨緩，她估計未來還有機會
再次降準，藉以釋放長期流動性，不過她相
信今年內減息的機會不大。今年人民幣兌美
元匯率繼續寬幅波動，維持在6.4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 談及中央近日提出促進社會的共同富
裕，汪濤指出，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為構建一個更為
平等、 社會福利更好的社會，並非整齊劃一的平均主
義，因此預期中國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再平衡、財稅政
策、中小企業扶持、勞動者權益保障等各方面，會有進
一步的調整及改革。

構建更平等及福利更好社會
汪濤表示，中國在2012年「十八大」已提出共同富

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最近其重要性顯著
上升，「十四五」規劃要求制定行動綱要、共同富裕要
邁出堅實步伐，並努力在2050年基本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意味着一個更為平等、 社會福利更好的社
會，但並非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因此，要實現共同富
裕，就需要提升居民收入、完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
系，並進一步縮小不同群體、地區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
距。
她預計中國將有政策支援提高勞動報酬和財產性收

入，這意味着政策會支援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加
強勞動者權益保障，推進土地制度和三權分置改革，完
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完善
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
此外，政府可能推進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改革，但預

計未來數年調整比較溫和，並逐步實施。她續指，中國
房地產稅立法可能加快步伐，但實際推出需要一段時
間。此外，她預計短期內應該不會開徵遺產稅、財產
稅。

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再平衡
汪濤認為，共同富裕相關政策將對中國經濟構成潛在

多項影響，包括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再平衡，促進消
費，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
服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私人部門的參與可能受到
限制和規範；私人部門可以在其他行業或海外市場尋求
投資機會；居民可將更多的資產投入金融產品投資；以
及政府財政負擔將逐步增加。

恒大認有違約風險 甘比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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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認為中國經濟及
改革開放「5個不變」

●中國繼續擴大開放的方向沒有改變

●中國堅持市場化的方向沒有改變

●政府進一步推動數字化發展的方向沒有改變

●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前景沒有改變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方向沒有改變

● 汪濤稱，中國收緊監管，包括加強
反壟斷，有利中國中小型企業發展。

●●瑞銀認為瑞銀認為，，中國在經濟及改革開放政策上有中國在經濟及改革開放政策上有
「「55 個不變個不變」，」，即使監管收緊即使監管收緊，，亦不會影響外亦不會影響外
國投資者增加中國資產配置國投資者增加中國資產配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由於近期中國疫情、汛情及傳統
生產淡季等影響，8月中國製造業採購
經理指數（PMI）和非製造業PMI雙
雙降至去年3月以來最低。

綜合PMI降至榮枯線之下
前者較 7 月下降 0.3 個百分點至

50.1，略高於榮枯分界線；後者則大幅
下滑5.8個百分點至47.5，為去年3月
以來首次降至收縮區間。

受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雙雙下降
拖累，8月綜合PMI產出指數回落至
48.9，低於 7 月 3.5 個百分點，亦為
2020年3月以來首次降至榮枯線之下。
「總體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態勢，

但勢頭進一步趨弱。」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宏觀研究員張立群認為，需求
不足矛盾對經濟持續恢復的制約增
強，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要切實
加強擴大內需的工作力度，盡快加大
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着力解決需求

不足的矛盾。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引述

數據分析指，製造業新訂單指數近一
年半來首次降至收縮區間，是製造業
PMI下降的主因。而國外主要經濟體
產能繼續恢復，減少了對中國產品的
需求，加上海運費用持續上升對出口
活動有所抑制，致使新出口訂單指數
連續4個月在收縮區間。在疫情不發生
大的反彈情況下，9月部分行業有望進
入階段性旺季，如黑色金屬、汽車行

業和家電行業等，並帶動相關生產採
購活動回升。不過，原材料成本壓力
仍較大，企業對後市信心下降，生產
經營活動預期指數連續6個月下降，8
月降至57.5%，為今年最低水平。
非製造業方面，8月服務業商務活動

指數錄得45.2，較7月大幅回落7.3個
百分點，為去年3月以來降至收縮區
間。多省份多點疫情給尚處於恢復過
程中的服務業尤其是航空運輸、住
宿、餐飲文娛等帶來較大衝擊。

疫汛夾擊 8月中國製造業PMI降至50.1

香港文匯報訊 淘寶網、拼多多
等電商平台將面臨新的監管。為加
強知識產權保護，規範平台經濟秩
序，促進電子商務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政府計劃加強對電子商務企業
的監管，擬修訂相關法律加大對侵
犯知識產權的懲處力度。

網店最多罰200萬兼停業
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8月31日

發布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
國電子商務法〉的決定(徵求意見
稿)》提到，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對
平台內經營者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
為未依法採取必要措施的話，若情
節特別嚴重，有關部門可以吊銷網
絡經營相關許可證。
徵求意見稿建議將第八十四條修

改為：電商平台經營者違反電子商
務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五條規
定，對平台內經營者實施侵犯知識
產權行為未依法採取必要措施的，
由有關知識產權執法部門責令限期
改正，可以處5萬元(人民幣，下同)
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
重的，處5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
的罰款。情節特別嚴重的，有關部
門可以限制其開展相關網絡經營活
動，直至吊銷網絡經營相關許可
證。
另外，平台內經營者提供相應擔保

用於確保潛在的知識產權侵權所造成
損失的賠償，電商平台經營者可以暫
時中止所採取的措施。平台內經營者
如果提交虛假的不存在侵權行為的聲
明，導致權利人損失擴大的，需加倍
承擔賠償責任。該草案由即日至10月
14日向外界公開徵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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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報道）
恒大8月31日公布上半年業績，淨利潤
減 28.9%至 105 億元（人民幣，下
同），但出售資產令股東應佔溢利升1.2
倍至143.83億元。每股基本盈利1.085
元，不派中期息。集團上半年借款總額
環比已縮減兩成至5,718億元，惟流動
負債和負債總額則升到15,727億元和
19,665億元。集團表示，正努力通過銷
售、爭取借款續貸和展期、出售股權和
資產紓緩資金壓力，但如果未能如期執
行有關措施，將面臨流動性惡化。另
外，「大劉」劉鑾雄太太陳凱韻（甘
比）減持恒大套現逾2,826萬元，她在
周二晚回應指，這次調整只是眾多投資
活動之一，強調華置、劉鑾雄及自己
「無套現壓力」。
在「三道紅線」重壓下，債務纏身的

恒大通過特大折扣、網上賣樓等促銷，
期內合約銷售增長 2.3%至 3,567.9 億
元，合約銷售面積上升11.3%至4,301.4
萬平方米。不過，交樓面積減少及減價
促銷拖低銷售均價，令毛利減少56.8%
至 288.4 億元，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25%減至12.9%，首6個月收入同比減少
16.5%至2,227億元。其中物業發展部分
收入下降18.8%至2,119.5億元，主要由
於交樓均價下跌了11.2%，交樓面積同

比減少8.5%。

售資產錄229.03億元收益
為改善流動性及償還到期債務，恒大

以251.7億元向供貨商及承包商出售物
業單位以抵扣部分欠款。另外，以92.7
億元出售了5個地產項目股權及非核心
資產，以20億元恒大冰泉49%股權，以
10.4 億元出售深圳市高新投 7.08%股
權，以 10億元出售盛京銀行 1.9%股
份；以及恒騰網絡11%股份，回收約
11.8億港元。出售資產令其錄得229.03
億元的其他收益。
公司在業績報告表示，有關對集團的負

面報道對流動性造成不利影響，在房地產
開發業務中，造成延遲支付供貨商和工程
款情況，導致部分項目停工。目前在政府
的協調支持下，集團正積極與供應商及建
築承包商洽談爭取復工。但假如有關項目
未能復工，可能存在對項目減值及影響集
團流動性的風險。

實現一條「紅線」變綠
公司稱，截至6月底有息負債較去年3

月底下降約3,000億元，淨負債率已降
至 100%以下，實現一條「紅線」變
綠。截至6月末，恒大的有息負債達
5,718億元，其中約2,400億元於一年內

到期；銀行存款餘額為1,616.27億元，
其中受限制現金為748.55億元。
集團未來將繼續積極接觸潛在投資

者，商討出售恒大汽車及恒大物業的部
分股份，同時將採取其他措施，以減輕
目前所面臨的流動性問題。但假如集團
未能如期執行上述措施、維持現有融資
及/或取得必需的新增融資，其流動性
問題或會進一步惡化，可能導致貸款違
約及出現對本集團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
訴訟。

大劉夫婦沽貨套2826萬
聯交所資料顯示，劉鑾雄太太、華人

置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陳凱韻（甘
比），上周四以每股平均價4.4774元，
出售約631.2萬股中國恒大股份，套現
逾 2,826 萬 元，持股由 9.01% 降至
8.96%。
甘比周二晚回應指，夫婦兩人和華置

持續投資不同板塊的股票及債券，並會
定期及因應市況轉變調整投資策略。這
次調整手上的恒大集團股份，只是眾多
投資活動之一，並按監管條例公開披
露。她強調，華置、劉鑾雄及自己的現
金流，均未有受到恒大的投資影響，
「我們持有的整體投資組合十分穩健，
因此並無套現壓力。」

●●中國計劃加強對電子商務企業的監管中國計劃加強對電子商務企業的監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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