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0日，總部設於美國加州的
美國第 16 大商業銀行矽谷銀行
（Silicon Valley Bank， SVB） ，
驚爆因資不抵債而被勒令關閉；而
3月12日，作為加密貨幣公司主要
融資來源之一的簽名銀行（Signa-
ture Bank），亦被美國財政部以
存在系統性風險為由關閉。

SVB並非雷曼2.0
消息一出，引起廣泛關注，大

型金融機構股價紛紛下跌，甚至
有學術研究指出，美國現有186家

銀行面臨與SVB類似的擠提風險。不少人都擔心這一
波銀行倒閉潮會如2008年的 「雷曼時刻」 重現，從而
掀起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

筆者認為，本次SVB的倒閉與雷曼兄弟的破產性質
並不相同，短期內或會使其儲戶蒙受損失，甚至部分
企業結業，但料想並不會引起大範圍的系統性金融風
險。要知道，雷曼兄弟當年資產規模達6400億美元，

且關聯衍生品合約規模達數萬億美元，真可謂 「牽一
髮而動全身」 。

然而，SVB截至去年底擁有約2090億美元資產，旗
下存款規模達1754億美元，主要的服務對象為位於矽
谷的科技初創企業，即使到了倒閉之時，該行仍擁有
大量流動性佳的美債。那麼是什麼導致了SVB被逼關
停呢？背後啟示值得我們多加留意。

金融產品估值退潮
矽谷銀行的獲利模式尤其值得反思。在過去美國政

府推崇 「溫和通脹」 刺激經濟的數十年中，一方面低
息政策讓短期借貸的成本持續低廉，另一方面十年期
國債等長周期投資的收益因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保持在
高位，金融機構只要確保資金周轉不出問題，就幾乎
能 「屢試不爽」 地從中獲得利差。

然而，由於美國近年來幾乎是 「毫無節制」 地放水，
導致了難以控制的通貨膨脹，而為了應對高通脹，美聯
儲又不得不採取鷹派的加息政策加以遏制。換言之，上
文提及輕易賺取利差的兩個前提——低息及量化寬鬆環
境，都已不復存在。自從2022年7月起，長短期美債收

益率倒掛已成為 「新常態」 ，大量資金選擇長期美債作
為避險手段，並無法進一步推高科技初創企業的估值，
手握大量美債、客戶以科企為主的矽谷銀行面臨高成
本、低收益的窘境，出現了流動性不足問題，成為了美
國任性貨幣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目前，雖然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確保了 SVB 儲戶獲得
100%的保障，且聯儲局已經宣布將從 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BTFP）計劃中抽調出規模達250
億美元資金，為銀行、儲蓄社、信用合作社和其他符
合條件的存款機構，提供長達一年的貸款。

但對於投資者來講，即使美國政府出手相助或可重
振金融市場的信心，但若仍處於高息環境之下，難免
會有愈來愈多金融機構出現類似情況。因此，投資者
都需要以更審慎的態度面對投資：一方面要避免將資
金過分集中以分散風險，另一方面亦要留意到市場上
的投資標的在資金 「退潮」 中正面臨重新估值，此時
萬勿被 「概念」 過分引導，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金融產
品背後的產業支撐能力，以保障在環球經濟不景氣的
大環境中獲得更穩健的投資回報。

上星期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五
間專營巴士公司申請加價，九巴申請加
幅 9.5% ； 龍 運 加 幅 8.5% ； 嶼 巴 加 幅
9.8%；新巴及城巴日常市區線劃一加 2
元，城巴 「B」 、 「E」 、 「R」 、 「S」

及 「N」 線加價 23%；機場路線則加價 50%。議會
上，幾乎所有議員一致不滿專營巴士公司提出大幅度
加價，可以用 「獅子張大口」 來形容巴士公司的不合
理申請。

根據文件披露，除了九巴於去年尚有盈利外，其他多
間專營巴士公司這兩年都出現虧損，縱使政府早年設立
隧道費基金，但似乎未能發揮降低加價壓力的成效。

平心而論，三年以來，香港經濟、社會和民生飽受重
創，百業凋敝，倒閉潮不絕，失業率高企，市民陷於水
深火熱，因此公眾也理解專營巴士的經營困難。然而，
本港市面才剛踏入復常，要全面經濟復蘇尚有一段距
離，巴士公司現階段便提出大幅加價，必然直接加重市
民生活負擔。民建聯強烈呼籲，行政會議必須做好把關
工作，理性考慮五間巴士公司大幅加價申請。

事實上，黑暴發生前，已有多間公共交通機構連年
提出加價申請，這包括專營巴士公司、渡輪，小巴及
電車等，反映政府在致力發展集體運輸系統，擴張鐵
路網絡時，往往忽略了其他公共交通備受衝擊，營運
大受影響。以港鐵西港島線通車為例，啟用不足一個

月已大量吸客，行經當
區巴士線客量勁跌四
成，小巴線就更加堪
虞，還有沙中線甫一通
車，多條行走紅隧過海
線就要停駛，長此以
往，本港運輸發展必然
形成 「一鐵獨大」 ，惹
來社會非議，當局須深
思如何輔助各類公共交
通工具持續發展。

現時，五間專營巴士
公司的財務來源主要來
自票務收入，一旦再次
出現疫情或暴動，甚或
一些不可預計的社會問
題，都會影響市民出行
而直接影響乘客量。因此，政府應協助交通機構開拓
非票務收益，減少過分倚賴乘客票務收益，以平衡交
通機構持續發展。當局大可參考現時港鐵營運模式，
該機構除了票務收益外，近年致力開拓車站商店營
運，減少了過分倚賴乘客票務收益。這兩三年港鐵業
績雖未如理想，但也不至於嚴重虧損，可見平衡發展
有助機構長遠營運。

隨社會變遷，公共交通機構須朝向多元化發展，
專營巴士除了增加廣告收益，也可考慮在巴士總站或
轉乘站等引入日常生活小店，提供便民服務；渡輪公
司也可在碼頭引入餐廳及特色商店，吸引本地乘客及
旅客享受維港夜景，這些多元發展都必須仰賴政府在
政策上作出 「拆牆鬆綁」 ，簡化相關審批程序等，始
能成事。

民意
建言

公共交通機構須朝多元可持續發展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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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危機掀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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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日前
勝利閉幕，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閉

幕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
「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中國

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們要扎
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香港最大的優勢在於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受益於內地的
高速發展，成功轉型成為內地
連接世界市場的重要橋樑和紐
帶。吸收祖國經濟發展的成功
經驗，加以融會貫通，才能把
握內地正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當
中，浙江省近年積極提倡的
「地瓜理論」 ，筆者認為是香

港中小企業值得學習和借鏡的
營商方式。

「地瓜經濟」 指企業營運在
強調穩固基礎的同時，積極拓
展市場和資源，形成一個充滿
活力和潛力的經濟體。地瓜的
藤蔓象徵企業在市場和資源方
面的拓展，向四面八方延伸，
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市場
地位；地瓜的塊莖則代表企業
要注重內部管理和技術創新，
為企業的持續發展提供堅實保
障。

香港中小企業總數超 34 萬
家，佔香港企業數量的 98%，
為 120 多萬港人提供就業機
會，因此從中小企業開始實踐
「地瓜經濟」 ，相信對未來營

商環境有莫大的幫助。在
「藤蔓」 方面，香港政府目前

已經設立了中小企業市場推廣
基金（EMF）、發展品牌、升
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
基金（BUD專項基金）、工商
機構支持基金（TSF）等一系
列資助，鼓勵中小企在發展品
牌、升級轉型的同時擴展內地
市場及香港境外市場業務，全

力協助中小企業開拓境外市場，提升企業的國際知
名度。在 「塊莖」 方面，中小企業要懂得整合內部
現有的資源分析優勢，提升員工的專業技能和創新
意識之餘，要持續推出具有創新性和市場競爭力的
產品或服務，以確保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立
足。當 「藤蔓」 和 「塊莖」 都發展成熟時，中小企
業就能夠抓住國家 「一帶一路」 倡議等帶來的機
遇，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提高企業在全球市
場的影響力。

筆者相信，香港中小企業學習和借鑒 「地瓜經
濟」 的發展模式，再加上提升企業內部能力以及借
助政府的資源，未來定能在香港、內地甚至是國際
市場上展現具韌性、活力和競爭力的一面，在國家
發展大局之下，推動香港經濟持續向前發展！

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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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

3月14日，香港多間專營巴士公司申請加價，當中九巴申請加價9.5%。而新巴、城
巴申請所有路線劃一加價2元，另外機場線申請加價五成。 中通社

盈暉海鮮酒家

Glorious Seafood Restaurant

「現特通告：李衛國其地址為新界

上水太平邨平靜樓2404室，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

833號號長沙灣廣場2樓210號舖盈

暉海鮮酒家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 對 書 ， 寄 交 九 龍 深 水 埗 基 隆 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2023年3月24日」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Wai-
kwok of Flat 2404, Ping Ching House, Tai 
Ping Estate, Sheung Shui,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Glorious Seafood Restaurant 
situated at Unit 210, 2/F, Cheung Sha 
Wan Plaza, 833 Cheung Sha Wan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4 March 2023”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房屋拆迁延期公告
穗房延拆字 [2023]3 号

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 2005 年 3 月 23 日核发拆许字〔2005〕第 10 号房屋拆迁
许可证，并以穗房拆字〔2005〕10 号房屋拆迁公告予以公布。根据拆迁人的申请，我局同意
核发延拆许字〔2023〕第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现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道路用地。
二、拆迁地点和范围：海珠区琶洲岛华南大道以西地段，即新港东路 207 号及门牌未列房

屋数间。（详见附图）
三、拆迁人：广州市中心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四、拆迁实施单位：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五、拆迁期限：2023 年 3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4 日。
六、拆迁人员进行房屋拆迁工作时，应当佩戴相关证件；未佩戴相关证件的，被拆迁人、

房屋承租人有权拒绝与其协商。
七、对我局核发的本公告公布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有异议的，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

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或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 个
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
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 号）的规定，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正常进行。

八、相关资料可以向拆迁人索取。
拆迁人联系地址：豪贤路 195 号十八楼
联 系 人：刘德锋
联系电话：83908071
拆迁人员名单：刘德锋、袁静、黄婉清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查询网址：zfcj.gz.gov.cn

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

股票代码：600272                  股票简称：开开实业                编号：2023—007
                  900943                                    开开 B 股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94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室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阶段性的继
续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进行理财。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
款或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资金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合理利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
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及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委托理财产品的金额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
本次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短期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受托方名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单位结构性存款

金额 4,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1.00%-3.10%

预计收益金额 10.30-31.93
产品期限 94 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结构化安排 --
参考年化收益率 --

预计收益（如有）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五）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1. 产品相关要素及定义
发行期（募集期）：2023 年 3 月 22 日 8:30-2023 年 3 月 23 日 10：30，其

中 2023 年 3 月 23 日 10：30-2023 年 3 月 24 日 10:30 为投资冷静期。在投资冷
静期内，投资者可改变购买决定，可以申请取消认购，解除与我行签订的销售
文件，已冻结的资金将自动解冻。

期限：94 天
起息日：2023 年 3 月 24 日
到期日：2023 年 6 月 26 日
收益兑付日：2023 年 6 月 28 日
发售规模：4000 万元，若实际募集金额低于 4000 万元，宁波银行有权宣布

本期产品不成立，并有权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1.00%-3.10%
产品存续期间：即收益计算期限，从起息日开始计算到实际到期日（包括

起息日，不包括实际到期日）。
收益计算基础：Act/365
工作日约定：纽约、伦敦、北京（遵从于所做产品）
计算代理方：宁波银行
收益兑付货币：人民币
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支付
提前终止：遵从双方约定
说明：
①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于到期日返还，投资收益于收益兑付日进行清算，

收益兑付日为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到期日至收益兑付日期
间相应投资收益不计息。

②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不可为其它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2. 投资方向以及范围
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

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
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最终实现的收益由保底收益和期权浮动收益构
成，期权费来源于存款本金及其运作收益。如果投资方向正确，客户将获得高

/ 中收益；如果方向失误，客户将获得低收益，对于本金不造成影响。
3. 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交易对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142）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内商业银行，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委托理财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室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阶段性的继续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7,000 万元，购买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
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其预期收益高于银行 1 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2022 年 4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三、委托理财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委托理财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或安全性较高、

流动性较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资金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二）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存款产品，为宁波银行结构性

存款产品。该产品由银行确保公司本金安全，风险较低。
为控制风险和资金的安全，公司将严格筛选金融机构的资质，原则上将选

择金融行业排名居前的大型金融机构，优先选择国有控股或在主板上市的大型
金融机构。

1. 公司总经理室行使该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
织实施。公司计划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跟踪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
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
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各

期投资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7,350.32 万元，本次委托理财金

额为 4,000 万元，占 2021 年末货币资金的 23.05%。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和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二）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利用短期闲置资金阶段性的购买

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
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闲置资金的持续性增值作用，达到累
积增值的目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短期闲置资金阶段性的购
买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
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其预期收益高于银行 1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在董事会授权
额度和时间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2022 年 4 月至今，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执行

情况及获得收益如下：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0.94
2 上海农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2.44
3 上海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 2,000 12.82
4 上海农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正在履行 3,000
5 上海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 2,000 5.22
6 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 正在履行 4,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7.32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9.9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

总理财额度 7,000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