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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點） 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24303.07 -93.00   -0.38
滬深300指數 3333.43 -19.93 -0.59 
上海A股指數 3165.13 -7.66 -0.24 
上海B股指數 325.43 +0.05 +0.02 
上證綜合指數 3022.75 -7.27 -0.24 
深圳A股指數 1334.64 -11.11 -0.83 

漲跌（點） 漲跌%
深圳B股指數 833.73 +0.53 +0.06 
深證成份指數 12925.05 -111.19 -0.85 
東京日經225指數 9719.70 -48.38 -0.50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8880.27 -14.27 -0.16 
首爾綜合指數 2122.39 -5.58 -0.26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3160.44 -26.87 -0.84 

漲跌（點） 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5064.92 +28.46 +0.56 
新西蘭NZ50 3461.32 +16.04 +0.47 
雅加達綜合指數 3745.84 +4.03 +0.11 
吉隆坡綜合指數 1544.00 -13.49 -0.87 
曼谷證交所指數 1076.33 -6.36 -0.59 
馬尼拉綜合指數 4227.99 -13.02 -0.31 

漲跌（點） 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2)
紐約道瓊斯指數 12414.49 +34.44 +0.28 
納斯達克指數 2786.27 +5.85 +0.21 
倫敦富時100指數 6061.31 +5.56 +0.09 
德國DAX指數 7204.09 -12.93 -0.18 
法國CAC40指數 4036.29 -25.62 -0.63

大戶入飛 匯賢配售首日近足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港銀在樓按及

內地放款上急增，金管局昨發指引要求銀行提

交放貸計劃，以便監控風險。總裁陳德霖警

告，若此增長趨勢持續，將引致資金及流動性

方面的壓力及風險過度集中，銀行的貸款批核

標準亦可能隨之下降，明確要求放貸過度的銀

行閂水喉。有業界人士認為，有關措施可助銀

行減低風險，不排除銀行會進一步收緊信貸，

及上調按息，樓市亦必定受影響。

散戶直擊
張先生：看好穩定收息

冀抽中5-10手。看中其以人民幣計價，
可作穩定收息，認為入場費合理，雖然回
報不算進取，但仍可以當作投資組合中的
一種產品。

沈小姐：40萬元入貨
去年買入40萬元人民幣，今次擬全部

用於認購匯賢。她表示，去年買入人民
幣以來，至今已升值5%，買入匯賢志在
穩定收息，若是投資股票，例如匯豐股
價「唔上唔落」，回報亦形同「坐等收
息」，而匯賢房託股息回報率為4-4.26厘，
較存於銀行1厘左右的人民幣息率高得
多，加上為長實出品，對其有信心。她
又認為，現時英美經濟仍然很差，最看
好內地經濟。

陳先生：不擔心38年期限
幫媽媽買入匯賢。他認為，該房託回報

穩定，亦不擔心38年的期限，「到期之前
可以賣出 嘛，而且息率比擺銀行好
啦」。

譚先生：冀日後提高回報
會抽匯賢主要是對長實有信心，相信基

金日後會不斷加入新物業，所以不擔心
土地使用權到期後，基金會沒有收入。不
過他嫌息率略低，希望基金藉購買新資
產，提高回報。

陳小姐：看好人民幣升值
內房股經常受政策左右，反而以收租為

主的REITs較穩定，故有與趣一試。她又
指，由於對人民幣升值有期望，因此如市
場出現新一隻人民幣計價新股，不排除會
再認購。

邱小姐：用作長線投資
一向有做人民幣定存，但目前息率較以

往為低，加上通脹高企，「我 班打工仔
一定要為資產保值，如果匯賢有4厘息，
會用作長線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最新一期《中銀經濟月刊》
發表專題文章，分析當前全球通脹的發展態勢
及影響。文章指，未來香港將面對複雜的市場
環境，一方面，美國已進入總統競選的前期階
段，維持目前的低息環境有利於刺激經濟復
甦，這是現政府願意看到的，因而年內香港的
通脹率仍有可能繼續走高；另一方面，市場對
美國的加息預期轉強則可能抑制香港的樓價及
股市。香港須警惕歐美進入加息周期後引發資
產價格大幅波動或調整的風險。
中銀的文章指出，目前各國抗衡通脹的主要

手段是加息。歐元區率先加息，將進一步推升
區內陷入財政困境的國家的融資成本，使其更
難降低較重的債務負擔和高企的失業率，還可
能觸發全球金融市場的調整和波動，以及增加
歐美國家的「滯脹」風險。

資金氾濫商品價漲
文章稱，金融危機後，由於美國和其他主要

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國際流動性氾
濫，並大量流向經濟面較好的新興經濟體，推
升了新興經濟體的通貨膨脹。而美元持續貶
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加上日本地
震和地緣政治等因素，使國際輸入性通貨膨脹
不僅成為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新興經濟體面臨
的主要挑戰，而且成為全球必須正視的重要問
題。

全球面臨通脹壓力
文章指出，導致當前全球通脹上升的因素較

為複雜，既有各國的某些特殊性、局部性原
因，例如熱錢大量流入加大了新興經濟體資產
價格上漲壓力；也有全球普遍存在的共同問
題，如美國量化寬鬆引起國際流動性過剩，並
推低美元匯率。由於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國
際大宗商品標價體系中佔主導地位，美國兩輪
量化寬鬆政策引起國際流動性氾濫，美元貶
值，過剩資金大量流向國際金融市場、國際商
品市場和新興市場，加上國際資金投機炒作、
中東地區局勢動盪等因素，導致國際大宗商品
的價格不斷上漲。日本面對災後重建所需的巨
額資金需求使其量化寬鬆加碼，以及地震後環

球供應鏈受干擾，也加大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趨勢，
令各國面臨較大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未來各國輸入性通
脹壓力的消除在較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元匯率和國際商品
市場價格的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邱婷、余美玉）本港首隻以
人民幣計價的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s)匯賢產業信託
(87001)昨起公開招股，市場消息指，國際配售部分於
首日認購已近足額，包括有Ochziff及Fortress兩大基金
公司入飛。另外，有消息指，國浩(0053)主席郭令燦
對認購匯賢感興趣，昨日亦有派代表出席匯賢的投
資者推介會。新世界發展(0017)主席鄭裕彤則指，自
己不夠人民幣資金認購匯賢。

9間券商借出4.14億孖展
零售方面的認購反應則似乎未見熱烈，本港9間券

商首日為其借出4.14億元人民幣孖展額，已計及信誠
的1億元人民幣待確認部分。耀才證券行政總裁陳啟
峰表示，由於匯賢公開發售的比例為20%，投資者認
為中籤率高，故較少人以孖展認購，不過該行昨日亦
有不少投資者以現金認購，合共金額約數千萬元。

銀行一小時派出16萬份表
匯賢管理層指滿意市場反應，非執行董事葉德銓

稱，早上一小時已經派出16萬張申請表，指「感覺好
開心，應該是破紀錄的！」本報記者在派表銀行了
解到，來索取申請表格及招股書的散戶投資者普遍
認為其以人民幣計價的概念吸引，4厘的回報率亦較
放於銀行定存高，且對其母公司長實有信心，擬長
線持有，穩定收息。但有投資者認為，東方廣場38年
的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盈利價值將化為烏有，是該
房託產品的一大缺點；有投資者則冀其繼續收購項
目，注入資產，提高回報。

分析員：上市後買也不遲
招商證券(香港)董事總經理溫天納認為，散戶不妨等

匯賢正式上市後，靜觀其表現，才決定是否入市，因
為身為首隻人民幣計價新股，於交易及運作上，散戶
應先多加留意，加上根據過往經驗，房託基金於上市
後短期爆升機會不大，故不用擔心會錯過股價於上市
後大升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本港首隻人民幣新
股——匯賢產業信託（87001）昨日起接受散戶認
購，但其主要資產之一東方廣場僅有38年使用權，
亦受關注會否對長遠盈利構成風險。事實上，內
地產權屆滿後如何處理，在社會上仍存爭議，內
地至今亦未有明確的處理方案。

京東方廣場尚餘38年使用權
據匯賢招股書，主要資產北京東方廣場的土地

使用權50年，即由1999年1月25日至2049年1月24
日，至今尚餘38年。匯賢房託管理主席甘慶林指
出，於招股書中已列明，估值是以來自東方廣場
的收益於38年後等於零來計算。至於到期時會否延

長，要視乎屆時監管規定。
根據中國物權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

「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
非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後的續期，依
照法律規定辦理。該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動
產的歸屬，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
者約定不明確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辦理。」

期滿後會否延長按法規辦理
條例顯示，內地住宅物業在土地使用權屆滿後

可獲自動續期，但非住宅物業卻沒有明確肯定，
僅指會「依照法律規定辦理」。美聯中國全國研究

中心主管徐楓指，早前上海賣地，條款中有關於
物業到期後，「出讓人無償收回」的字眼，引起
社會關注，相信未來會引起很多問題。不過，她
亦指出，一般地方政府於物業業權到期後，若有
意收地，亦會按照常規手續進行賠償。
此外，亦有言論指出，內地僅表示住宅用地可

「自動續期」，但並非「無償」續期，是否需要如本
港般繳交地租或補地價亦是未知之數。
回看香港，由於97回歸問題，回歸前政府批地業

權均至97年屆滿，為解決出現大量巨額補地價問
題，政府自動將所有業權延至2047年。測量師學會
規劃及發展組主席陳旭明指，理論上至2047年，政
府可以收回所有此類土地，但他相信政府會沿用目
前做法，即在差餉中繳交一定比率的租金，以獲得
土地繼續使用權。其他批地業權屆滿後，他亦相信
會採同類做法，但陳旭明承認，港府至今亦未公布
確實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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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監控銀行信貸風險的措施浪接浪，繼推動正面
按揭信貸資料庫後，總裁陳德霖亦罕有地親自向銀行發
出指引，要求銀行須於本月底前，提交今年餘下時間之
貸款及融資策略；並會派員與銀行作個別磋商，了解銀
行的貸款目標。

首兩月貸款增幅達26%
今年初，金管局公布2010年本港銀行貸款總額，按年

增長達29%，更為10年內最高水平，主要動力來自物業
貸款（上升19%)，以及非銀行的內地相關企業（上升
47%，以借美元為主）。而今年首兩個月的貸款持續快速
增長，按年增幅達26%。因應貸款急增，港元貸存比率
由去年底的78%，至今年首兩月進一步升至81%。

月底前交今年信貸計劃
有見貸款急增，陳德霖於該指引上警告，若此增長趨

勢持續，將引致資金及流動性方面的壓力及風險過度集
中，銀行的貸款批核標準亦可能隨之下降。為進一步審
查銀行的信貸情況，金管局要求銀行須於本月底，向當
局提交今年餘下時間的業務計劃及融資策略，並派員了
解其貸款目標及存款增長、貸存比率等風險等監控比
率。　
工銀亞洲董事兼副總經理黃遠輝坦言，本港貸款增幅

確實「有點快」，才逼得金管局作出此針對性措施。他
不認為此舉是對銀行的警告，並謂銀行本身一向有作貸
款計劃。永隆銀行按揭及私人貸款中心主管蔡爾全表
示，金管局定期亦有向銀行「 料」，了解其貸款情
況，而要求銀行提交未來的貸款計劃雖較少見，但相信
屬於預防性質，「沒甚麼大不了」，會盡量配合當局的
要求。

81%貸存比率屬偏高水平
去年總貸款增長達29%至9,400億元，主要來自內地企

業的貸款，升幅達47%。黃遠輝預料，今年貸款增長仍
可維持雙位數增長；至於81%的貸存比率，他坦言屬偏
高水平，始終內地貸款需求仍強，仍有部分港元存款轉
向人民幣。他認為，銀行保持高的流動水平至為重要，
又指普遍銀行達30%，高於法定的25%水平。
金管局發言人則指，此項措施屬前瞻性，而今年對銀

行所作出的貸款監管，仍未見有異常情況出現。

關注港銀跨境銀行間借貸
除了深入了解銀行未來的貸款計劃，金管局近日就減少

跨境銀行間借貸活動，與銀行進行對話。陳德霖昨向傳媒
表示，去年香港銀行淨資金流出達2,260億美元，而這類跨
境借貸將增加港銀資金的不確定性，冀港銀可以減少向外
拆借，「唔好兜大個圈」，改而留在香港本土借貸。

按息勢再上調 樓市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針對近期銀行
貸款激增，金管局向
銀行發出通函，要求
重新評估銀行貸款策

略，中原按揭經紀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認為，現階段未
見銀行會進一步收緊按揭批核，但隨 資金成本上
漲，不排除各間銀行會再一次調高按息，以擴闊息
差。
今年首季銀行貸款大幅增加，王美鳳認為反映銀行

有更多資金出路，銀行無需再以極低息率搶按揭市
場，因此逐步調升按息，但她強調，暫未見有銀行收

緊按揭批核情況。而且，近期物業買賣，除個別天價
成交外，估價不足情況仍然不多，反映銀行對後市仍
然看好。不過，隨 利率上調，資金成本上升，王美
鳳相信，銀行會尋求再次加息以擴闊息差。

按揭比率僅57%  風險不算高
假若銀行再一次上調按息，或進一步收緊貸款，王

美鳳認為對樓市必定有相當打擊，相信會令市場更趨
冷靜，市場負面情緒會導致樓市瀰漫觀望情緒。不
過，她亦指，目前平均按揭比率維持57%水平，貸款
者亦經過壓力測試，普遍均有一定資金實力，樓市風
險並不算高，相信亦不會出現97般的大跌市光景。

內地商業地續期未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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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將派員了解銀行的貸款目標及存款增長、貸存比率及其他重要
比率。　

■2010年本港總貸款增長29%，主要動力來自物業貸款（上升19%)，
以及非銀行的內地相關企業（上升47%，以借美元為主）。　

■截至2011年首2個月，銀行貸款額按年增長達26%。

■港元貸存比率，由2010年初的71%，於今年首兩個月進一步升至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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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　

■2010年本港總貸款增長29%，主要動力來自物業貸款（上升19%)，
以及非銀行的內地相關企業（上升47%，以借美元為主）。　

■截至2011年首2個月，銀行貸款額按年增長達26%。

■港元貸存比率，由2010年初的71%，於今年首兩個月進一步升至
81%。

■陳德霖警
告，銀行貸
款增長趨勢
若持續，將
引發風險。

資料圖片

■匯賢產業信託昨起公開招股，股民往領取表格。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邱婷、余美玉

香港文匯報訊 多家金融機構趁
匯賢展開招股提供多項優惠吸
客，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推出孖展
認購息率低至2%，成數高達九成
半，孖展客戶免手續費。該公司
新客戶更可獲贈100元超市禮券。
另外，英皇證券推出90%低息融
資優惠，認購100萬股以下，息率
為1.98厘；認購100萬股至1,000萬
股以下，息率為1.88厘；認購1000
萬股或以上，息率為1.78厘。

銀行以兌換優惠還招
另外，繼中銀、匯豐及 生

後，東亞(0023)亦推出人民幣兌換
優惠，配合匯賢上市。由即日起
至6月30日，客戶透過於東亞開設
的存款賬戶，以港元兌換人民
幣，每兌換滿10萬元人民幣，即
可獲得50元超級市場現金券。作
為收票銀行之一，客戶凡經該行
之分行遞交黃表認購新股，或經
網上透過綜合賬戶認購新股，均
可獲豁免認購新股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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