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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年內千億元再融資“補血”
搶占融資融券業務“地盤”
今年以來，券商大力補充凈資本，
擴大業務發展。從券商年內通過再融資
募資用途來看，“‘補血’信用交易業
務，擴大融資融券業務規模”成為當下
各家券商爭相發力的重點。近日，國元
證券配股發行完成後，宣布將原 4 億元
“對子公司增資”的用途變更為“融資
融券業務”。
對於券商的不斷“加碼”，前海開
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在接受記者
采訪時表示：“融資融券業務已成為券
商的壹大重要業務收入。與經紀業務相
比，融資融券業務的利潤更為豐厚，並
且隨著市場的好轉、賺錢效應的提升，
信用交易業務量大幅的增加，在將來牛
市的時候，可能會有更大的資金需求量
。所以，券商目前通過多種方式募集資
金，做好資金上的準備，將來有利於提
升券商的利潤，同時提升業務收入。”
變更配股募資用途
國元證券加碼融資融券
11 月 17 日，國元證券發布公告稱，
扣除全部發行費用後，公司本次配股公
開發行募集資金凈額為 53.98 億元，現為
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益，公司擬變更部分
募集資金用途，將原 4 億元(占募集資金凈

額的比例為 7.41%)“對子公司增資”的
用途變更為“融資融券業務”。也就是
說，國元證券追加融資融券業務 4 億元
的投資後，該業務的投入金額將增至 19
億元，占募集資金凈額的比例提升為
35.2%。目前，前述變更募集資金用途議
案已獲國元證券董事會審議通過。
從證券業協會發布的 2020 年上半年
經營業績排行來看，國元證券的融資融
券業務利息凈收入排名第 23 位。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國元證券母公司融資融
券業務規模為 140.84 億元，較年初增長
25.74%。國元證券表示，“公司將利用
部分配股公開發行募集資金進壹步拓展
融資融券業務，滿足融資融券業務的資
金需求，降低業務成本，優化收入結構
，增強公司盈利能力。”
對於終止原募投項目的原因，國元
證券也表示，“9 月份，公司使用自有
資金向全資子公司國元創新追加投資 4
億元，初步解決國元創新業務發展的資
金需求。”
“隨著科創板的推出、創業板的註
冊制改革、證券市場的進壹步對外開放
及專業投資者比重增加，融資融券業務
需求預計將會保持穩定增長。融資融券
業務對於提高證券公司的盈利水平，完

善證券公司的金融服務，整合證券公司
的客戶資源，改善證券公司的盈利模式
具有重大的意義。”國元證券進壹步表
示。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趙
亞赟對記者表示：“短期來看，目前利
率較低，而中國經濟恢復情況較好，基
本面向好，信用交易者信心很足，對融
資需求較大。而由於從 9 月開始的箱體
震蕩，讓很多融券交易者也覺得比較容
易把握，融券交易熱情也比較高。長期
來看，所有發達的證券市場，兩融交易
規模都很大，我國證券市場在這方面還
處於起步階段，未來發展空間巨大。對
券商來說，兩融業務獲利大、風險小、
增長快，所以券商大量前期投入也就不
奇怪了。”
券商未雨綢繆
提前布局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年內已有13家券
商完成定增或配股，合計募資總額為
1028.52億元。還有6家券商的定增及配股
計劃“在路上”，合計擬募資553億元。
具體看來，海通證券擬投入不超過
60 億元、中信建投擬利用不超過 55 億元
募集資金均用於增加資本中介業務規模

，具體包括擴大融資融券、股票質押等
信用交易規模。國海證券擬投入不超過
25 億元適時擴大包括融資融券和股票質
押式回購業務在內的信用交易業務規模
。天風證券擬將投入不超過 49 億元用於
擴大信用業務規模。南京證券擬投入不
超過 25 億元用於包括融資融券和股票質
押式回購業務在內的信用交易業務。
國信證券則表示，公司資本中介業
務面臨的最大短板是自有資金規模較小
，資金成本較高。本次定增募集資金擬
用於融資融券、股票質押等資本中介業
務的募集資金規模不超過 25 億元，占募
資總額的 16.67%。
值得壹提的是，近年來大力發展證
券業務的東方財富，其三次發行可轉債
募資的 277.5 億元中，有不超過 245 億元
用於其證券子公司的信用交易業務，占
比高達 88.29%。
就券商如此大力“加碼”融資融券
業務，渤海證券非銀金融分析師張繼袖

認為，“隨著市場交投活躍，兩融規
模穩步提升，股權質押規模繼續收
縮 ，建立科創板市場化轉融券制度以
來，融券業務成券商信用業務重要發
展方向。”
華創證券非銀分析師徐康進壹步
分析道，“隨著市場風險偏好回暖、
對沖需求持續增加、疊加市場多空制
度日益完善，融資融券業務規模或將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機構客戶占比高
、融資渠道穩定、風控能力強的券商
有望搶占更多市場份額，以此提升利息
凈收入規模。”
同時，註冊制背景下全市場兩融規
模不斷上行，未來業務發展空間廣闊，
楊德龍向記者表示：“在註冊制背景之
下，將來會有更多新經濟企業上市，A
股市場投資機會也會增多，這必然會增
加對於融資融券業務的需求量，所以券
商當下未雨綢繆，提前布局也是在情理
之中。”

眾多 5G+工業互聯網領域創新應用亮相武漢
綜合報導 當 5G 遇上工業互聯網，會擦出怎樣
的火花？2020 中國 5G﹢工業互聯網大會 11 月 19 日
至 21 日在武漢舉行，大會成果展示廳內，從國之
重器三峽工程升船機到家電生產智慧工廠，再到服
裝制造、無人駕駛車輛……壹系列 5G 與工業互聯
網融合的應用場景，讓參觀者大飽眼福。
“我只需按下啟動鍵，家裏井下采煤工作面的
采煤機、運輸機就能開始生產作業。”在距離山西
1000 多公裏的武漢，呂梁市鑫巖煤礦綜采隊技術員
何嶺壹番操作後，5G 智能采煤系統控制臺上便出
現了實時井下作業畫面。
畫面中，采煤機沿著煤壁有條不紊的進行切割

，現場並未見到任何工作人員。何嶺告訴記者，得
益於 5G 技術的應用，以往需要 10 多個人合作完成
的采煤工作，現在只需 1 名遠程控制員和 1 名安全
巡視員便能實現，人力大大減少的同時，安全性提
高，經濟效率也隨之提升。
在 東 風 公 司 展 區 ， 其 自 主 研 發 的 “Sharing-VAN”(氫燃料電池版)無人巴士引來圍觀。這
款沒有駕駛座、方向盤和油門、剎車的 L4 級自動
駕駛汽車，增加了氫燃料電池系統，續航裏程達到
320 公裏。
該公司技術中心銷售總監郭晟瑋介紹，這款氫
燃料電池無人駕駛車，主要應用於封閉或半封閉園

區固定線路的低速觀光、接駁、巡遊，目前已經實
現小批量量產，在青島、廣州、雲南、武漢、西安
均有落地。基於 5G 低時延、高帶寬的特點，車輛
不僅可以實現遠程駕駛，壹旦遇到緊急情況，後臺
可以馬上接管車輛，確保了安全性。
在中國聯通展區，基於5G技術打造的雅戈爾智
能制衣工廠展臺吸引了武漢壹家服裝廠負責人張彥明
的註意。“工業化批量生產和日益增多的客戶個性化
需求，是目前中小服裝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張彥
明稱，5G 技術的應用，不僅在原材料質檢、工廠巡
檢、制衣工序合規監測上節省大量人力，其帶來的柔
性化生產也促使傳統服裝制造向智能化轉變。

體育圖片

[亞冠
亞冠]]李聖龍雙響 上港 2-1 悉尼

總決賽梅爾澤組合獲首勝

在當天舉行“5G+工業互聯網”湖北創新專題
會議中，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李培
根表示，5G 高帶寬、低時延的特性，能最廣泛應
用於能源和制造領域，特別是制造業的智能化、數
字化改造升級，更有更寬廣的應用場景，可以實現
工程建設、汽車駕駛的遠程遙控，智能化工廠機器
人上“雲”實現柔性化的協同，能極大提升生產效
率以及質量控制的精度。
為期 3 天的 2020 中國 5G+工業互聯網大會還將
匯集政產學研用等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探討
5G﹢工業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思路舉措，推動制造
業轉型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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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摒棄單邊主義 建利益共同體

“讀懂中國”

(國際會議穗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逾600專家熱議加強全球合作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黃寶儀 廣州報道）20 日，2020 年“讀懂中國”

國際會議在廣州開幕，超過 600 位全球知名政治家、戰略家、學者、企業家通過線
上線下方式參會。與會各國前政要對多邊主義體系遭到破壞深表擔憂，並明確表明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根了立場。與會嘉賓表示，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採取的措施，與習近平主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國際關係框架是分不開的，這一信條也將讓中國有機會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他們呼籲，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各國以此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為起點，摒棄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為代價，狂熱捍衛自己國家的一己私

利，而要加強合作共克時艱，尋求各國之間的利益交匯點，建立全球堅實的利益共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同體。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片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懂中國”國際會議已連續舉辦四屆，是 冠肺炎疫情下，世界經濟遭到重創，以航空和旅遊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世界了解中國發展戰略最具影響力的平 為代表的傳統行業被迫幾乎停滯。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台之一。本屆會議以“大變局、大考驗、大合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印尼前總統：各國更需彼此幫助
■2020 年“讀懂中國
讀懂中國”
”國際會議 20 日在
作——中國現代化新征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廣州開幕。
廣州開幕
。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主題，多國政要、外國駐華使節、跨國公司駐華
梅加瓦蒂．蘇加諾表示，在這種形勢下，各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代表等紛紛參與。在主旨演講環節，反對單邊主 國更需要彼此的幫助。“我認為，世界不需要發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義、加強全球合作成為與會各國政要強烈呼籲的 生更多的衝突，世界對戰爭感到厭倦。我們應該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片
焦點話題。
盡可能地利用科技進步，建設人類文明，而不是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引起衝突和戰爭。我相信，現在是世界攜手合
墨國前總統
：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多邊體系完善需各方努力
家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黃寶儀 廣州報道） 進一步改善，將為外資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打造市場
作、建設美好未來的時候，是停止挑釁、衝突、
“疫情發生之後，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不降反增。”
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中國從先後設立了21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墨西哥前總統、21 世紀理事會主席塞迪略 敵對的最佳時候。”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20日在2020 個自貿試驗區和1個自由貿易港到提出對外開放，從要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Ernesto Zedillo） 在 連 線 發 表 主 旨 演 講 時 指
梅加瓦蒂．蘇加諾進一步指出，在這一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上表示，中國正以尋求最大
素流動性開放向規則制度性開放轉變，中國正在致力於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出，近 4 年，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以及其主要 上，她願意邀請國際社會以積極和具有建設性的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公約數的辦法來建立基於規則的信任，助推建設開放
打造對標高水平經貿規則的營商環境。事實上，疫情發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的多邊機構，遭到了極其殘酷和前所未有的攻 方案，解釋中國的崛起，讓中國有機會體現“人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型世界經濟。他表示，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 生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不降反增，目前中國已經
擊。儘管有很多原因造成了最近對多邊體系的破 類命運共同體”的信條，為世界作出貢獻。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發展格局，實際上是中國為重建全球信任，推動疫後
成為全球大國投資最穩定的地區之一。
壞，但美國所佔的份額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然
英國前首相
：
中國為國際合作作貢獻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50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經濟復甦、開展國際大合作開出的“藥方”。這個
而，實際上，特朗普政府對國際體系的所有攻擊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科技自強助增全球化合作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多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藥方”還需要一個“藥引子”，即全球要形成習近
都不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這種情況在貿易政策
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港稱白高敦）表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平主席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共識，眼下，
至於中國強調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黃奇帆表示，
中尤其明顯。例如，今年八月份美國的貿易赤字 示，各國不能以犧牲他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為代價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要盡快形成全球協同抗疫的共同行動，控制住疫情。
這其實不僅利於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還有助於增加
達到14年來的最高水平，前8月美國貿易逆差達 狂熱地捍衛自己國家的一己私利。他亦指出中國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黃奇帆表示，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的經濟將不 全球化科技和產業的合作。面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
到4,22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近6%。
在國際合作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他說，中國擔任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再以順差為目標，一味擴大出口，而是以適度擴大進
命的機遇，面對疫情全球肆虐的挑戰，需要全球科技
塞迪略認為，世界就要走到 2021 年的岔路 着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其中四個的領導職位，而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的最後一絲希望。
口、實現進出口平衡為目標。對世界來說，中國是全 界產業界攜起手來共同應對，需要各種方面的技術得
口，全球大國應該摒棄用單邊主義解決涉及自身 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只擔任一個機構的領導職位，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預計未來
10 年累計商品進口 到有效傳播和分享。這方面中國一直倡導開放創新、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問題，而是要果斷選擇另外一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中國為國際合作做出了越來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額有望超過 82 萬億美元，服務業的進口將達萬億美 合作創新。近期美國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如果新一屆
條尋求合作的道路。多邊體系的重建和完善需要
越多的貢獻。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元。這麼廣大的市場需求必將給世界經濟復甦帶來直 美國政府能夠與中國相向而行，在合作的基礎上推動
所有其他利益攸關方的善意和努力。其他國家還
“我贊同中國國家主席長期以來的信念，即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接而持久的拉動，進而助推世界經濟大循環逐步走出 科技合作，完全有可能開闢出一個新產業，進而將新
要肩負起重大責任。“毋庸置疑，中國肯定是這 發展國家之間的利益交匯點，建立堅實的共同利
低迷、走向復甦。
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繼續推向前進，世界經濟也將會
樣做的。”
益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在全球政治和經濟的大
同時，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的營商環境將會得到 從疫情中加快恢復。
印尼前總統梅加瓦蒂．蘇加諾指出，今年在新 變局中，構建利益共同體。”戈登．布朗說。

“讀

黃奇帆：中國將對世界經濟復甦帶來持久動力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重組程序，法院裁定其長期經營管理不善，自主品牌一直處於虧
損狀態，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集團負債 523.76 億元人民
幣，資產負債率超過 110%，惟集團強調，本次重整只涉及集團
本部自主品牌板塊，不涉及集團旗下上市公司及與寶馬、雷諾等
的合資公司。市場人士認為，華晨集團進入破產重組反而有助消
除華晨中國面對的不確定性，華晨中國 20 日股價造好，收升
8.2%。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20 日裁定受理債權人對華晨集團重整
據新華社報道，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申請，即意味着這家車企正式進入破產重整程序。法院裁定稱，華晨集團
存在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情形，具備企業破產法規定的破產原因。但同
時集團具有挽救的價值和可能，具有重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違約債務65億 逾期息1.44億
報道引述華晨集團有關負責人表示，本次重整只涉及集團本部自主品牌板
塊，不涉及集團旗下上市公司及與寶馬、雷諾等的合資公司。作為寶馬在中國
最重要的合作夥伴，集團重整後有望實現重生，盡最大努力挽回債權人損失。
同時華晨寶馬仍然是其未來穩定的利潤來源，而且還將不斷推出新產品，擴大
規模。
華晨集團破產重組其實早就有跡可循。10月下旬，華晨集團發行的10億元
（人民幣，下同）私募債到期僅支付了利息，本金未能兌付，引發市場關注；
11 月 13 日，一位債權人依法向法院提起華晨集團破產重整申請；11 月 16 日晚
間，華晨集團發布公告指，集團已構成債務違約金額合計65億元，逾期利息金
額合計1.44億元，無法如期償還。
在香港上市的華晨中國20日午後股價一路上揚，最多急升逾10%高見7.66
港元，收報7.48港元，漲8.2%，公司市值約377.39億港元。另一間在港上市公
司新晨動力亦升 7.46%，收報 0.36 港元，公司市值 4.62 億港元。大華繼顯分析
師認為，瀋陽市國資委或接手華晨汽車對上市公司30%的股權，如果是這樣，
會比金融機構接手更穩定，也會有利於上市公司股價穩定。
交銀國際分析師表示，市場原本就預計華晨會破產重整，現在消息公布，利
空出盡，不確定性消除。今年其它汽車股都大漲，然而華晨中國受到母公司負面消
息的拖累一直落後，母公司的債務問題跟上市公司其實沒有關係。
“華晨系”A 股公司，金杯汽車、申華控股 20 日雙雙漲停，分別收報 5.61
元及2.07元。
據遼寧省國資委有關負責人介紹，華晨集團長期經營管理不善，自主品牌
一直處於虧損狀態，負債率居高不下。2018年以來，遼寧省政府及相關部門一
直努力幫助華晨集團解決現金流問題，但其債務問題積重難返。

經營不善 集團負債逾523億
尤其今年受新冠疫情影響，華晨集團自主品牌經營狀況進一步惡化，長期積
累的債務問題暴發。就其今年半年業績顯示，集團層面負債總額523.76億元，資
產負債率超過110%，失去融資能力。為解決債務問題，有關方面成立了華晨集團
銀行債委會，力求債務和解，但未果。
根據法律規定，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將指定華晨集團管理人，全權負責企業
破產重整期間各項工作，包括受理並認定債權人債權申報，編制重整計劃草案並
提交債權人會議表決等。債權人將根據法院最終批准的重整計劃獲得償付。

只涉自主品牌 不影響與寶馬雷諾合資公司

遼寧省國企華晨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0 日正式進入破產

華晨集團資不抵債 破產重整

中國

■責任編輯：魯 冰
經濟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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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晨集團表示
華晨集團表示，
， 本次重
整只涉及自主品牌板塊，
整只涉及自主品牌板塊
，集
團重整後有望實現重生。
團重整後有望實現重生
。
資料圖片

中國製造業須破“大而不強”窘境

對於華晨集團 20 日被宣布
破產重整，市場其實並不感震
驚，更多的反而是唏噓。華晨
集團的債務違約，僅是觸發 20
日破產事件的導火線，集團自
有汽車品牌業務的長年虧蝕，才是使到集團轟
然倒下的火藥桶。華晨的破產，也折射出中國
製造業“大而不強”的窘境。
總部在遼寧瀋陽的華晨汽車集團（“華晨
集團”），是隸屬於遼寧省國資委的重點國有
企業，是中國汽車產業的主力軍。據其官網介
紹，華晨集團的歷史可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國
營東北公路總局汽車修造廠。1959 年，更名後
的瀋陽汽車製造廠試製成功 5 台“巨龍”牌載
貨汽車，由此揭開了共和國長子生產製造汽車
的新篇章。
集團目前在遼寧、四川和重慶建有6家整車
生產企業，2家發動機生產企業和多家零部件生
產企業；擁有4家上市公司，160餘家全資、控
股和參股公司，在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建立海外KD工廠，現有員工4.7萬人。集團旗
下有“中華”、“金杯”、“華頌”三大自主
品牌以及“華晨寶馬”、“華晨雷諾”兩大合
資品牌，產品覆蓋乘用車、商用車全領域。

$

能賺錢只有合資華晨寶馬

2020 年上半年，華晨集團實現營收 846 億
元（人民幣，下同），淨利潤 63 億元。截至 6
月底，集團總資產達 1,933 億元，淨資產約 604
億元。不過，集團內能賺錢的只有合資品牌華

晨寶馬。華晨寶馬為內地三大豪華車製造商之
一，2018年市場份額為22.30%，位列第三，僅
次於奔馳（23.60%）和奧迪（23.10%）。
2019 年，華晨集團乘用車銷量 72.18 萬
輛，商用車銷量 7.86 萬輛。其中華晨寶馬銷量
54.55萬輛，佔比高達75%。2019年度華晨中國
利潤達到 67.62 億元，同比增長 16.18%，但
67.62 億元的利潤之中，華晨寶馬貢獻了 76.26
億元。換言之，除掉華晨寶馬貢獻的利潤，華
晨其他業務虧損了8.64億元。
金杯、中華等華晨自主品牌則完全不賺
錢。2019 年華晨集團自主品牌乘用車銷量為
17.62 萬輛，同比下降 24.38%；收入為 19.42 億
元，同比下降68.9%。其他子公司申華控股、新
晨動力近年來主營業務則處於虧損狀態。

折射出國企經營管理不足
華晨不是孤立事件，之前已有東北特鋼、
瀋陽機床等違約事件，這類違約往往伴隨着公
司自身經營惡化，財務槓桿較高、現金流短缺
等特徵，連串事件折射出國企在經營管理方面
的不足，以及中國品牌競爭力弱、製造業“大
而不強”的窘境。
在筆者看來，內地“十四五”規劃及《二
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首次將科技創
新單獨成章，並置於各項重點任務之首，是十
分必要，唯有擁有強大的科技實力，才是避免
被別國“卡脖子”，及提升中國製造業、中國
自有品牌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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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高級長者公寓 松園居歡迎入住
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 讓長者安養

(本報休斯頓報導) 中國一向尊敬長
輩，尤其是當他們年紀大了，身心上需
要各種的照護，老人家有許多需求要專
業的照顧，如何能讓他們頤養天年、過
著放心安心的日子，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
當華裔長者飄洋過海來到美國，他
們要面對西方文化的差異，心理上有著
不少的沖擊。讓許多老人欣慰的是，在
休斯頓，第一個亞洲風格的養老社區已
經開幕了，就是 「松園居」。 「松園居
」本著東方文化的精神，為老人家開創
一個舒適又寧靜的空間，讓他們在身體
與心靈兩方面都能受到周到的關懷。
安排私人參觀之旅
為了讓長輩們更直接體驗 「松園居
」的各項設施， 「松園居」推出參觀體
驗活動，報名的長者們可以去參觀大樓
，親眼看看 「松園居」新穎舒適的設備
與環境，需要事先報名預約。
為亞裔長者量身訂做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長

「松園居」是提供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失智照護(Memory Care)的
養老社區，專門針對需要某些生活上幫
助的長輩們，給予日常生活的協助。
以 Assisted Living 來說，在休斯頓，
與 「松園居」相類似的環境的養老社區
中， 「松園居」是目前價格最優惠的一
個社區，不僅設備新、環境好、規劃也
周到。
松園居所提供高端的 Assisted Living(
生活護理)，是每天 24 小時提供服務的
，住戶可以享受以下活動: 餐點(正宗的
亞洲美食)、清潔服務、健康與藥物管理
、沐浴與穿衣服務、交通服務、各種運
動與遊戲、護送看診、購物服務等等，
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照料都包括了。
失智照護 (Memory Care)
松園居有認證的記憶護理人員，專
門為阿爾茨海默氏症、和老年痴呆症的
長者提供失智照護，希望能促進長者們
的身心靈健康。因為每位長者的情況都
是不同的，這裡提供個性化的評估，以

者為主要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緻
，無論在顏色搭配、裝潢布置、以及所
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化特色，是一
個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

失智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
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
們的生活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
相同，像是飲食、語言、生活模式、習
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符合我們自
己需要的養老院。
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 Independent Living(獨立生活)並不相同
在美國，一般養老社區主要分為獨
立 生 活 社 區 ( Independent Living Community)、與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
和療養院(Nursing Home)。

確定具體的照護水平，以個人的需求來
定制每個人的照護計劃。
住戶會獲得全天候的專業支持和照
顧，還有關懷與愛心，有專門的互動活
動，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訓練有素的
工作人員具有必要的工具和知識，一周
7 天 24 小時幫助住戶。
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健康中心，
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
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康審查、
尿失禁護理、用藥管理、家庭保健、以
及有醫療機構提供現場的服務。
詳情請致電: 346-220-5678 (周一至
周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微信号:
pinesatbellaire。
Email:
outreach.
pines@tarantino.com
松 園 居 地 址: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 網 址 www.
pinesatbellai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