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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

提议设立金融发展局

候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重申

成立金融发展局的建议， 他表示希望通过行

业主导， 促进香港金融业发展。 他同时强

调， 拟设立的金融发展局不会取代现有的金

融管理局。

据悉， 梁振英在其竞选政纲中就曾提出

成立金融发展局的建议。 一名原梁振英竞选

办的成员透露， 金融发展局将由政府与行业

机构协作成立， 类似于目前香港的贸易发展

局， 为半官方机构， 主要负责进行针对金融

业的策略性研究及培训业界人才。

对此， 有香港证券业人士提出， 香港的

金融产品及市场运作大多是参照欧美市场模

式， 未能全面顾及本地因素， 因此候任特首

需要正视这一问题。 （吕锦明）

香港财务汇报局拟提高

民营企业财报抽查比例

香港财务汇报局行政总裁甘博文

17

日

透露， 该局在保持每年抽查

5%

上市公司财

务报表的同时， 会考虑参照具体市况提高抽

查的比例。

他表示， 此前被列入监察名单的

13

家

上市民营企业中， 有

1

家经过审查之后并无

发现问题， 因此已被剔出监察名单， 但由于

该局又将另外

2

家民营企业加入名单， 因此

目前监察名单内共有

14

家上市民营企业。

被问及目前涉及上市民营企业的财务问

题是否有增加的趋势时， 甘博文表示未必如

此， 因为部分个案可能涉及的是两三年前的

财务报告， 直到近期接获投诉后才调查。

目前港交所、 香港会计师公会及财务汇

报局等

3

家监管机构每年合计抽查上市公司

的比例达到

20%

， 甘博文认为该比例已经

足够。 他强调， 今后该局将与香港特区政府

及会计师公会讨论， 希望扩大抽查的范围，

以加强监管独立性， 并与国际准则接轨， 降

低企业上市成本。 （吕锦明）

汇丰乐观看待

今年亚洲股市

在昨日举行的汇丰银行二季度亚洲经

济展望会上， 汇丰环球研究证券策略亚太

区主管林传英表示， 该行对未来亚洲股市

持乐观态度， 预计亚洲股市今年将会上升

15%～20%

， 恒生指数将会站上

24000

点。

这种上升预期主要是基于对亚洲股市

本身的低估， 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里， 中国

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间。

汇丰银行表示， 继续加大对中国内地投资

比重的原因是看好现在中国的低价值投资

环境和宽松的投资政策。 （李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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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和经济增速双降 印度

3

年来首次降息

多家新兴经济体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日益复

杂的内外经济形势， 已进入较为

微妙的货币政策调整期。 昨日，

印度央行宣布下调基准利率回购

利率

50

个基点至

8%

， 这也是该

行自

2009

年以来第一次降息。 至

此， 印度央行也加入了降息阵营。

印度未来降息空间有限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 印度央行

连续

１３

次加息， 成为全球加息

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此前，

市场人士普遍预计， 印度央行本

周将宣布降息

25

个基点。 印度

央行日前举行了前期协商论坛，

与会的经济学家纷纷表示降低利

率对印度来说十分必要。

印度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

3

月份整体通胀率从

2

月份

的

6.95%

降至

6.89%

。 与此同时，

印 度 经 济 去 年 第 四 季 度 增 长

6.1%

， 为近

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也将印度

2012

至

2013

财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7%

。 报告认为， 受全球经济不景

气和投资疲软等因素影响， 印度

经济今年或创下

2009

年以来的最

低增速。 过高的利率给印度的投

资和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利

率的下调将有利于刺激印度的工

业产出。

印度央行在声明中表示， 经

济增长放缓是温和的， 但通胀上行

的风险仍存， 这些考虑都限制了政

策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 受印度央

行宣布降息的提振， 印度孟买股市

敏感

３０

指数昨日上涨

１．２１％

， 收

于

１７３５７．９４

点。

新兴经济体或再吹宽松风

从巴西到菲律宾， 多家新兴经

济体央行此前已开始下调基准利率，

旨在刺激经济。 而在本周， 土耳其、

巴西、 菲律宾等央行都将举行议息

会议。 其中， 市场人士普遍预计，

巴西央行很有可能会再度降息。

数据显示， 去年巴西的经济

增长率仅为

2.7%

。 与此同时， 巴

西的通胀率自去年

9

月创下

7.31%

的

6

年高位后， 今年已逐渐放缓。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巴西央行正

不断加快放松货币政策的步伐，

也成为新兴经济体中货币调整频

率最高的央行。

邓普顿资产管理公司执行主席

默比乌斯日前表示， 随着通胀率回

落， 新兴经济体央行已经开始调整

政策支持经济增长， 而方向就是再

宽松。

不过， 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

动态也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的决策。

目前， 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仍 “雾里看花”， 日本央行近期也

准备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 巴

西总统罗塞夫就多次表达对发达经

济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担忧。

世行新掌门花落金墉 医学专家改行医治贫穷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在与尼日利亚财长伊韦拉和哥伦

比亚前财政部长奥坎波展开一番毫无

悬念的角逐之后， 由美国总统奥巴马

提名的韩裔美籍医学专家金墉终于胜

出， 赢得世界银行行长的宝座。

金墉

１９５９

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５

岁随家人移居美国， 在美国艾奥瓦州

长大， 后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金墉是非盈利性质的 “卫生伙伴组

织” 创始人之一， 此前曾担任哈佛大

学医学教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出任美国

达特茅斯学院校长。

据悉， 金墉的任期为

5

年，

将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担任世行

行长。 自世行

１９４５

年正式成立以

来， 行长一职一直由美国总统的

提名人选担任， 金墉的当选也意

味着美国人 “世袭” 世行行长的

陈规没被打破。

不过，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

世行行长的甄选已经不再由美国人

上演 “独角戏”， 发展中国家吹响

参选世行行长的 “集结号”， 成为

重要国际机构治理改革的一个新标

志。 在此背景下， 拥有在发展中国家

工作经验的金墉也被寄予厚望。 如何

积极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建立一

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成为金墉的当务

之急。

金墉在当选声明中表示， 他将会

致力于达成一个 “共同发展” 的全球

共识， 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努

力减少全球的贫穷和不平等现象。

世行现任行长佐利克也表示，

金墉拥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验，

作为运营达特茅斯学院这家大型机

构的负责人， 也需要采取艰难的管

理和财务抉择， 他注重绩效的精神

将推动世行更好地帮助成员国开展

减贫事业。

此外， 金镛的韩裔背景， 也可能

令这位世行新行长在医治全球贫穷

“顽疾” 时带有某种 “韩国情结”。 韩

国总统李明博日前表示， 金墉在韩国

出生， 曾目睹韩国经济发展， 相信他

的经验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

益良多。 金墉也表态， 在当选世行行

长后， 将领导世行借鉴韩国的经济发

展经验。

金墉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也表示， 世界银行是一个关注经济发

展和减少贫困的机构， 其重申要让世

行更具包容性和反映全球经济现实的

主张， 强调世行是 “世界的银行”。

IMF

上调经济增速 欧美股市盘中走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昨日

在最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

中上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

IMF

预计，

2012

年和

2013

年全

球经济增速分别为

3.5％

和

4.1％

， 比

今年

1

月份的预测值分别上调

0.2

个

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将在今年增长

8.2％

， 比上

次预测值上调

0.1

个百分点。

受此提振， 昨日欧美股市盘中走

高， 大宗商品价格纷纷反弹。 不过，

IMF

也发出警告， 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风险并未完

全消除。

（浩林）

西班牙危机四伏 保尔森做空欧债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创始人兼

总裁保尔森去年因押注经济复苏时

机错误而使公司蒙受创纪录的亏

损。 为了扭转颓势， 曾在次贷危机

中因大肆做空而被称为 “华尔街空

神” 的保尔森抓住西班牙危机的机

会， 选择做空欧洲主权债券。

据媒体报道， 保尔森在与投资

者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 考

虑到西班牙银行业所持有的西班牙

债券及客户提款， 他对西班牙银行

业过于依赖欧洲央行进行融资的状况

感到担忧。 保尔森表示， 其正在做空

欧洲主权债券， 并在买进欧洲债券的

信用违约掉期 （

CDS

） 合约。 早在今

年

2

月， 他在给投资者的信中就表

示， 欧元存在结构上的缺陷， 最终将

导致欧元区解体。

此外， 投资大师索罗斯日前也再

次就欧债危机发出预警。 索罗斯表

示， 欧债危机已经加剧， 主要原因在

于欧洲决策者对问题用错了 “解药”。

金融大鳄集体唱空欧洲， 西班牙

债务危机无疑成为最大导火索。 不

过， 在昨日的欧洲交易时段， 西班牙

进行的国债拍卖涉险过关。 西班牙拍

卖了

31.8

亿欧元的

12

个月和

18

个

月期国债， 收益率一如预期大幅上

升， 但发债规模略超预期， 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投资者的紧张情绪。 受此

提振， 欧洲股市昨日高开高走， 三大

股指盘中涨幅超过

0.8%

。 欧元集团

主席容克昨日强调， 西班牙不需要欧

元区的额外金融援助。 太平洋投资管

理公司欧洲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鲍尔

斯却认为， 西班牙依然很难吸引新的

资金流入。

招商证券北京建国路证券营业部成立

于 1996 年， 是招商证券在京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营业部。 目前营业部已在北

京 CBD 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经过十余年的风雨历程， 北京建国路

营业部秉承公司“励新图强， 敦行致远”

的核心经营理念， 规范经营， 业绩突出。

目前营业部投资顾问团队共有 16 人， 服

务中高端客户约 15000 名， 服务资产近百

亿元。 营业部特色资讯服务如“京建国晨

会速递”、 “007 股金汇” 等受到客户高度

认可。 在充分利用公司财富管理计划平台

的基础上， 投资顾问坚持每日进行盘面分

析、 资金筹码分析以及个股点评等， 在第

一时间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反应。

2011 年， 建国路营业部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 北京证券业协会公布显示， 招

商证券建国路营业部 2011 年度各项指标

均跻身北京地区前十名。 此外， 在搜狐

网站证券频道 “全国 41 个城市 TOP10

营业部大揭密” 统计中， 建国路营业部

以 14 个月交易额 2066.88 亿元位列北京

券商营业部第 8 名。

建国路营业部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 不断强化团队的协作

能力与专业素质， 寻求业务的创新与改

革发展。 未来， 建国路营业部将在服务

为本、 锐意创新的理念下不断前进！

服务为本，锐意创新

———招商证券北京建国路营业部介绍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