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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

聲 譽 滿 載

每月最佳理財顧問

月份 以營業額計算 以保單數量計算

16年12月 呂翊瑗 Judith Lui

17年1月 萬國榮 Derek Man 馬麗玲 Karen Ma

2月 金妙雲Sandy Kam 陳美華 Elsa Chan

3月 羅玲玲 Emily Law 馬麗玲 Karen Ma

4月 呂翊瑗 Judith Lui

萬國榮 Derek Man

馬麗玲 Karen Ma

羅玲玲 Emily Law

金妙雲Sandy Kam

陳美華 Elsa Chan

呂翊瑗 Judith Lui

專 業 人 才

公司獲理工大學邀請出席 
獎助學金捐贈答謝儀式
繼總裁林和平獲香港理工大學基金會頒授
「永遠榮譽會員」的殊榮外，進邦滙理今
年初也獲頒授《香港理工大學基金會之普

通會員》，以表揚
公司過去多年對理
工大學獎學金的大
力支持。適逢今年
創校80周年，我們
更獲邀出席「理大
獎助學金捐贈答謝
儀式」，與受惠學
生們見面交流。

Ricoh Green Partner

公益金『企業義工配對計劃』 
答謝儀式
去年公司參與了公益金之『企業義工配對計劃』，讓員工
透過義工服務直接關懷受惠人士，我們便經轉介首次與
香港耀能協會合作。為表揚公
司支持有關計劃，我們更被邀
請出席於5月22日舉行的答謝儀
式並獲頒贈嘉許狀。

公司繼續獲Ricoh
邀請參與「環保合
作夥伴計劃」，透
過植樹活動減輕對
環境造成的影響。

再度獲頒 
《商界展關懷》商標
由2003年至今，公司持續
多年獲頒<商界展關懷>商
標，充分肯定公司在履行企
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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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界 殊 榮

《國際卓越品質獎》由LIMRA頒發，特別嘉許於業績及持保率(以13個月計最少達90%以上)
均有出色表現的同業。

2016年度百萬圓桌會會員資格 
(全球只有約6%的從業員 
能擁有此會員資格)：

理財顧問姓名 獲獎年份

呂翊瑗 Judith Lui 22年(終身會員)

羅玲玲 Emily Law 19年(終身會員)

陳美華 Elsa Chan 13年(終身會員)

范嘉燕 Anita Fan 4年

金妙雲 Sandy Kam 23年(終身會員)

馬麗玲 Karen Ma 18年(終身會員)

曹景柏 Paul Cho 1年

葉卓鑫 Kenneth Yip 15年(終身會員)

周年頒獎典禮 
今年周年頒獎典禮移師半島酒店舉行，公司並於當日在蘋果日
報刊登紀念特刊，以表揚所有表現出色的得獎同事。

憑著卓越的客戶服務和專業的道德操守，再次為同事贏得不少國際認可獎項，包括：

公 司 最 新 動 態

理財顧問姓名 獲獎年份

金妙雲 Sandy Kam 23年

梁葉萍 Ivy Leung 22年

葉卓鑫 Kenneth Yip 22年

呂翊瑗 Judith Lui 21年

馬麗玲 Karen Ma 21年

陳美華 Elsa Chan 16年

羅玲玲 Emily Law 16年

張晉嘉 Jenny Cheung 15年

金妙雲  
Sandy Kam

葉卓鑫 
Kenneth Yip

呂翊瑗 
Judith Lui

馬麗玲 
Karen Ma

陳美華 
Elsa Chan

羅玲玲 
Emily Law

梁葉萍  
Ivy Leung

張晉嘉 
Jenny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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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Hard • Play Hard”是我們的公司文化
《進樂會》的成立，就是希望通過舉辦各種不同的聯誼康樂及慈善活動，讓同事及
其家人忙裏偷閒，達至工作及生活上的平衡。

《 進 樂 會 》 活 動 回 顧

公 司 最 新 動 態

WWF跑出未來2017 
為迎接2月19日舉行的WWF慈善跑，公
司今年特別為同事舉辦『毅』員訓練班，
邀請了擁有田徑教練牌照的同事為參賽
者操練並講解跑步前後的熱身運動及正
確跑姿。

《奧比斯步步獻光明》 
2017慈善步行
一眾同事和嘉賓出錢又出力，於3月26日
再一次支持「步步獻光明」之行山善舉！

聖誕聯歡自助午餐派對 
趁著聖誕普天同慶的
大日子，進樂會以自
助午餐形式招待各位
會員一起歡度佳節！

春茗之《金雞獻瑞賀新禧滿堂紅 》
今年春茗由總裁為獅頭主持點睛儀式揭開序
幕，醒獅的表演精彩不絕，同場還安排多個
開心又刺激的遊戲及人人有份的大抽獎，參
加者無不滿載愉快的心情離開。

登山樂「燒」遙 
今次選擇的行山路徑，是在2004年被
時代周刊亞洲版選為亞洲區的「最佳
市區遠足徑」的【龍脊】，攻頂當日雖
然風勢強勁，但仍不減眾人興緻。
中午過後，天氣亦好轉，大家再轉
戰到石澳燒烤，嚐嚐烤肉、嘆嘆啤
酒、吹吹海風，不亦樂乎！

周年晚宴之《歡樂今宵》 
進樂會周年晚宴在1月7日假座香港富豪酒店舉
行。當晚節目非常豐富，除了有小丑和魔術師
精彩的表演外，還安排了卡拉
OK歌唱比賽；另外，當然還
有獎金豐富的遊戲和大抽獎環
節，終極大獎是一份3日2夜的
郵輪雙人套票啊！

招聘活動
公司一直積極參與不同的招聘活動，希
望吸引更多有志人士入行。

IVDC(匯縱專業 
發展中心)講座： 
1月11日、5月4日及 
5月16日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職業博覽會：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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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富

中國新誡命 - 金融安全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穩健程度對環球投資市場舉足輕重。經過因結構性改革而帶來的一段長時間經濟下行
後，情況似乎開始漸露曙光，但中央政府仍需肩負大量支持及穩定經濟的工作。正如習近平主席於最近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所述 :「本年之經濟起步穩健，但前路仍充滿挑戰，而結構性改革工作依然艱鉅⋯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份，是
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策略性、根本性的大事。」由此可
見，中國領導人縱使樂見經濟增長，仍將防範金融風險之工作放在首位。

我們確實從第1季經濟指標的改善找到對習主席說法的支持。本年首季之國內生產總值年度化增長率升至6.9%，是2015年第
3季以來最大增幅。就3月份的數據，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51.8，穩定地停留在擴張區域內，其中有關生產及新訂單的
分項指數亦分別升至54.2及53.3；官方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進一步升至55.1，其中商業活動預期分行指數達到61.3的高水
平；工業生產值按年升7.6%，而通脹率則按年放緩0.9%。另外，人民幣匯率持續穩定，及外匯儲備回升至3萬億美元以上的
水平，均反映資本外流的壓力放緩。

如對官方數據有所懷疑，投資者可參考一些其他的經濟指標，而這些指標亦一致顯示中國經濟正在穩步增長。根據彭博行
業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指出，8個由不同經濟學家編製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替代性指標均顯示中國首季經濟增長
率符合甚至超出中國政府定下的6.5%目標年率，並自去年起有上升趨勢。由工業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及銀行中長期貸款這
3個指標的增長率所組成的李克強指數，由2016年第4季的10.8%，升至2017年第1季的11.5%，是2013年3月以來最高。由
Spaceknow編製，監察中國超過6000個工業基地設施的中國衛星製造業指數(China SMI)，亦由2月份的51.1升至3月份的
51.8，反映工業生產狀況穩步上揚。

當經濟基礎因素明顯有所改善之際，我們同時見到中央政府對清理金融系統的決心。和很多國家一樣，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
後透過槓桿操作振興經濟的同時，亦令全國債務大幅飆升。隨着全國債務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264%(彭博 - 2016年12月數
據)，此水平或會增加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過去3年影子銀行規模大幅膨脹，理財產品總額大升3倍至3.8萬億美元。自
2016年起，政府已開始實行一系列降低風險的措施，其中包括人民銀行提高貨幣市場利率，以減低商務借貸，及要求貸款機
構就委托投資提交報告等。最近行動更進一步升級以提防信貸高度集中，及打擊金融市場的違法違紀行為。就單單四月份，
中國銀監會向銀行業就加強風險控制作出新指引，要求貸款機構確保資產質素，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及優化銀行間的運作，
多間國內銀行隨即從國內市場撤回估計合共美元1.7萬億的資產；前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項震波，因涉嫌嚴重違規
違紀被免職，案件仍在調查中；上海交易所向130個投資戶口發出警告，並暫停其中13個戶口的運作，懷疑涉及與雄安新經
濟區的股票投機炒賣有關；中國證監會發言人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中表示，一個前深圳交易所高層因違法活動被罰2.51億人民
幣。一連串的行動令深圳交易所綜合指數及上海交易所綜合指數在4月份分別下跌4%及2.1%，而於4月24日，中國10年期國
庫債券孳息率更升至3.49%，是2015年8月以來的高位。

中國政府不斷升級對金融市場的整頓措施，固
然打擊投資市場氣氛，然而此舉之支持者甚
眾，其中包括如鄧普頓新興市場團隊及富達國
際投資等一些全球最大型的投資機構。很多投
資人相信，相關的清理行動長遠將壓抑槓桿操
作投資、增加透明度及防止過分投機性活動，
令國際投資者有機會在更公平的情況下參予中
國投資市場。畢竟，相對於要承受中國整個金
融市場因系統性風險而全面崩潰的災難性事
件，短期市場動盪對投資者帶來的影響應該是
微不足道。

免責聲明

在此提供的資料只供參考之用，本公司並不對該等資料作任何保證，讀者亦不應將該等資料視為出售要約、訂購招攬或投資建
議。投資涉及風險，過往的表現並不表示將來亦會有類似的業績。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讀者亦應尋求專業理財顧問意見。

進邦滙理投資服務部 
2017年5月

 

中國GDP增長及信貸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