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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銀人幣持倉淨額可自定上限

港首現離岸人幣直接交叉盤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文匯馬經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039.15 +116.83 +0.62 

滬深300指數 2627.53 +40.29 +1.56 

上海A股指數 2485.82 +26.17 +1.06 

上海B股指數 241.64 +3.08 +1.29 

上證綜合指數 2373.31 +25.01 +1.06 

深圳A股指數 999.76 +14.65 +1.49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42.38 +10.66 +1.69 

深證成份指數 10180.27 +202.70 +2.03 

東京日經225指數 8729.29 +95.40 +1.10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274.89 +82.66 +1.15 

首爾綜合指數 1828.69 +29.56 +1.64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823.75 +33.59 +1.20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173.46 +49.03 +1.19 

新西蘭NZ50 3529.86 +36.47 +1.04 

雅加達綜合指數 4021.10 +80.99 +2.06 

吉隆坡綜合指數 1546.84 +7.93 +0.52 

曼谷證交所指數 1131.52 -3.64 -0.32 

馬尼拉綜合指數 4958.43 +4.43 +0.09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0)

美國道瓊斯指數 12488.58 -15.90 -0.13 

納斯達克指數 2846.95 -0.26 -0.01 

倫敦富時100指數 5368.63 +64.15 +1.21 

德國DAX指數 6402.96 +71.92 +1.14 

法國CAC40指數 3064.78 +37.6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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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本港人民幣離岸(CHN)市場推進人民幣國

際化的角色日漸吃重，金管局昨再次公佈放寬銀行的人民幣持倉淨額上

限，擴大港銀的人民幣業務空間。再者，匯豐香港昨推出首個除美元外的

離岸人民幣直接交叉盤報價，今後離岸人民幣可繞過美元，直接與歐元、

英鎊等外幣作報價甚至交易。分析認為，此舉大大方便海外兌換人民幣；

而離岸人民幣需求亦相繼增加下，亦鞏固本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
「穩增長論」令市場憧憬中央短期內再
「放水」刺激經濟，預期當中包括近期
跌殘的內房股及基建股可望首批獲打
救，除該些股份走勢不俗外，港股亦扭
轉一連四日的跌勢，最多升過260點，
高見19,183點。全日收報19,039點，升
116.8點，成交526億元。證監會行政總
裁歐達禮昨日表示，歐債問題已對港股
帶來衝擊，而近日市場出現的種種反
應，正反映海外負面消息的影響。

走資持續 反彈後料再試低位
申銀萬國分析員陳鳳珠表示，港股過

去十多天已跌一成，超賣嚴重，加上G8
表明希望希臘留在歐元區，故希臘退出
歐元區的可能性減低，隨 中央領導的

「穩增長論」發酵，令港股反彈，料
指可重上10天線，即19,500點水平。她
又指，市場現正觀望今日舉行的歐盟領
導人會議，故後市走向還看有關結果，
但由於港匯轉弱，資金持續流走，料港
股之後會再試低位，在18,300點望找到
支持。

新鴻基金融研究部分析員蘇沛豐認為，港股昨日
最多升260點，已補回上周五的下跌裂口，若歐洲方
面沒壞消息，港股今日或可再升約200點，但臨近期
指結算，港股在周四、五或將出現較大波動；相
反，若歐盟峰會出現壞消息，大市或會再跌穿上周
五低位18,600點，要下試18,300點才有較大支持。

fb股價急挫拖累 騰訊續捱沽
國指收報9,698.6點，升116點。即月期指升55點，

低水175點。藍籌股普遍回升，匯控(005)升0.6%；但
Facebook在美國跌穿招股價，騰訊(700)續受壓，全日
跌2.68%，報210.6元，為全日表現最差藍籌，沽空額
更達2.8億元，佔據沽空榜第三位。

「穩增長論」利好內房基建股
內地「穩增長論」令內房股造好，潤置(1109)升

4.3%，是表現最佳藍籌，中海外(688)升3.85%。遠地
(3377)急升7.6%，保利(119)、富力(2777)均升逾6%，
合景(1813)及世房(813)升近5%。內地加快基建項目投
資，水泥股有資金追捧，山水水泥(691)升5.6%，金
隅(2009)升5.2%，中建材(3323)及海螺(914)亦升逾
3%。內地鐵路部擬擴大鐵路部門融資渠道，又鼓勵
民間資本投資，中交建(1800)勁升7.77%，中鐵建
(1186)升6.4%，中鐵(390)亦升5.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金管局放寬人民幣監管，
擴大銀行人民幣業務空間，個別銀行亦隨即調高人民幣存
款息口搶客。

南洋商業銀行昨日宣布，將3個月人民幣定存息率，調高
至2.5厘，相同的息率，於其他銀行須以6個月或以上存期
始可獲得。開戶門檻方面，如在網上開戶需2萬元人民幣起
存金額，親到分行開戶則要10萬元人民幣，優惠期截至本
月31日。

建銀亞洲亦推出人民幣定存優惠，以新資金10萬元人民
幣開戶，3個月定存息率2.25厘，6個月2.35厘。而續存資金
亦可擁有相若優惠，3個月1.95厘，6個月2.05厘。

炒升值 人幣創1個月最大漲幅
另外，憧憬內地進一步向全球投資者開放本國市場，引

發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人民幣兌美元昨創一個月
來最大漲幅。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顯示，上海市場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上漲0.08%，收報6.3231元，為4月17日以來
最大漲幅。央行昨日將中間價上調0.06%至6.3077元。

在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上漲0.05%至6.3233元。
據彭博彙編的數據，12個月期人民幣兌美元無本金交割遠
期匯率上漲0.14%，創4月2日以來最大漲幅，該遠匯報
6.3795元，比內地市場即期匯率貼水0.9%。

匯豐香港宣布之離岸人民幣的直接交叉
盤報價，共包含6種貨幣，包括港

元、歐元、英鎊、新加坡元、加元及墨西
哥披索。以往，離岸人民幣只有與兌美元
的報價，海外投資者或企業，如要以歐元
兌換人民幣，須先將歐元兌成美元，之後
將美元兌換為離岸人民幣，過程中可能會
蝕差價。

可增經港使用離岸人幣誘因
如今離岸人民幣與多種貨幣作報價，可

增加人民幣的海外認受性之外，亦會方便
更多海外投資者及企業兌換人民幣，增加
經香港使用離岸人民幣的誘因。分析認
為，香港搶先推出不同貨幣的人民幣匯
價，可抗衡倫敦作為全球領先的外匯交易
中心，在離岸人民幣業務上的競爭。而新
的貨幣組合，亦可促進銀行人民幣產品的
種類。

馮婉眉：對人幣國際化意義大
匯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對此表示，隨

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市場對人民幣
需求增長，市場以人民幣進行支付交易金
額的增長速度，將較全球支付交易總額更
快。故發展更多貨幣兌離岸人民幣報價及
兌換，可滿足全球支付結算及對沖需求，

對於人民幣的持續國際化意義重大。
本港與倫敦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合作小

組，昨日在本港進行首次會議，會上亦有
討論提供人民幣兌英鎊、歐元及其他貨幣
的直接外匯報價，以便利英國及歐洲企業
及投資者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融資
及財富管理業務。

延長系統運作促歐美人幣交易
與會的馮婉眉於會後表示，金管局於6月

25日延長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運作
時間將涵蓋亞太區、歐洲，以至美國早上
時段，料可推動歐美企業更多以人民幣進
行交易，預料歐洲佔整體人民幣的交易
量，會由目前的7%，於1至2年後增至14%
至15%。

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亦認同，貿易
對於增加海外人民幣資金流量起 重要作
用，故應 力推動歐元區內客戶使用人民
幣作為結算定價。他亦透露，該行已於倫
敦發行價值逾10億元人民幣的歐元商業票
據，以滿足貿易融資需求，目標客戶為西
方及中東投資者。

是次會議重點包括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
動性及風險管理、支付及結算系統，以及
發展定價產品及服務。第二次會議將於本
年秋季於倫敦召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繼今年1月後，金管局
再放寬人民幣風險管理規限，將人民幣持倉淨額

（NOP）上限，由現行的20%，改為由銀行自定上限。
銀行界指，此舉有助銀行擴闊貸款及資產投放空間。

金管局再放寬人幣管理規限
金管局昨日向各大銀行發出指引，由即日起，銀行可

經諮詢過金管局後，自行制定內部人民幣未平倉淨額
（NOP）上限，取代現行之不得超過人民幣資產或者負
債的20%上限的規定；即銀行的NOP上限，可定在現行
的20%，但仍須先向金管局證明其建議上限，就其人民
幣業務性質與規模為審慎及恰當水平。

另外，金管局亦將現行5,000萬元人民幣的最低豁免
上限水準，調高至1億元人民幣。所謂NOP，為銀行持
有之人民幣資產與負債的差額。

業界：增流動性擴業務空間
當上限再放寬後，銀行變相可坐擁更多人民幣資產；

業界相信，此舉可提高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流動性，擴大
銀行放貸、產品推出，擴大人民幣業務空間。匯豐香港
區總裁馮婉眉表示，目前本港對人民幣需求增加，放寬
上限可增加業務流動性，亦可令人民幣拆借貸款以及外
匯交易更加靈活。東方匯理表示，市場流動性增加後，

有利銀行增加人民幣倉位，對擁有較少人民幣資產的銀
行有利。

至於那些銀行已要求提高上限，馮婉眉指匯豐會視乎
自己需求而定；渣打香港總裁洪丕正則指短期內，該行
亦無須提高上限。中銀香港(2388)總裁高迎欣則謂經過
內部評估考慮後，才決定是否申請提高上限。

新措施未影響離岸人幣匯價
新措施暫未對離岸人民幣(CHN)匯價造成影響，昨美

元兌人民幣離岸價為6.324，較前一交易日跌不足1點
子。

東方匯理高級經濟師兼策略員Dariusz Kowalczyk接受
訪問時表示，短期而言新措施未必會有重大影響，但倘
若人民幣恢復升值，可望刺激離岸人民幣(CNH)的現匯
需求，推動CNH匯率再上升，令CNH強於在岸價
(CNY)，進一步改善整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

金管局於今年1月，將銀行人民幣未平倉淨額的上
限，由10%調高至20%；並將財政部在港發行的國債，
以及在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買賣的人民幣債券，納入銀
行人民幣風險管理限額內，令銀行調撥人民幣資金更有
彈性。及後亦於4月，宣布簡化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的
審查要求，如銀行可確定客戶跨境貿易的真實性，可豁
免審查第三方證明文件。

在外匯市場中，
不同貨幣均以美元

作為匯率基準，而「交
叉盤」則表示美元以外的兩種貨
幣之匯率，即歐元兌港元，其實
是先以歐元兌美元，之後再由美
元兌港元，是之為交叉盤。

可降低交易成本
以離岸人民幣(CNH)而言，外匯

市場以美元兌離岸人民幣貨幣為

主，除雙邊交易外，其他貨幣與
人民幣的直接交叉盤幾乎不存
在。此前雙邊交易通常需分兩步
進行，例如要進行一宗歐元與離
岸人民幣交易，須先將歐元兌換
為美元，之後將美元兌換為離岸
人民幣。如以直接交叉盤，即歐
元直接兌換人民幣，理論上可省
卻一次多餘的美元買賣，可降低
交易成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子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趙建強）散戶抽新
股(IPO)，多人選擇的
是否代表就是好股？
彭博數據顯示，其實
可能剛剛相反，新股
越多人抽，上市後反
而跌得最慘。彭博新
聞數據顯示，2010年
以來，香港最受歡迎
的IPO，上市至今慘蝕

54%，遠遠拋離整體IPO平均下跌13%的幅度，反而
最不受歡迎IPO僅跌7%，「跑贏大市」。

相比之下，美國新股跌幅較香港為輕，同期美國
435家IPO，平均跌幅僅約5%。彭博引述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董事總經理鍾絳虹分析指，散戶投資者容易受
市場情緒影響，例如認為近期IPO有利可圖，散戶就
會蜂擁而入那些定價過高的交易，而若近期新股表現
差，則又可能不參與那些優秀的IPO。

「超購王」米蘭站 已累瀉逾50%
資料顯示，米蘭站(1150)於去年5月上市時，創下香

港歷史上最高的IPO認購率，共吸引散戶認購資金590
億港元，是其發行金額2,700萬元的2,180倍，成為本
港「超購王」、「凍資王」。該股招股價每股1.67元，
掛牌首日一度升逾77%至2.96元，最後升幅雖收窄，
收市仍報2.77元， 升65.9%，每手賺約2,200元，成為
新股「暗盤王」、「升幅王」、「賺錢王」，不過，該
股其後表現欠佳，昨日收市價每股報0.82元，較招股
價下跌逾50%。若不計過去兩日升幅，截至上周為
止，米蘭站股價更重挫54%。

受冷待IPO  中信證券累升13%
而作為最不受歡迎的IPO代表，中信證券(6030)6.6

億元股票中認購率只有9%，該股於去年10月以每股
13.3元招股價上市，首日掛牌一度跌10%，最後回升
至招股價收市，但至昨日為止，該股股價報15.06元，
累計升13%。

針對新股表現欠佳，證券專業學會主席沐義棠期
望，證監會可加強監管上市公司保薦人，他認為，雖
然業界起初或會反對有關措施，但相信長遠可提高本
港上市公司的質素及數量。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亦
表示，目前正就改善上市保薦人制度進行諮詢，會等
待所有市場人士提交意見後再作總結。

今年上市新股 逾40%股價潛水
事實上，今年港股表現欠佳，影響公司上市計劃，

名匯證券期貨副行政總裁張啟源即指，有新股不希望
削減集資規模，決定推遲上市計劃，預期短期內會較
少公司上市。資料顯示，今年來共有27間公司分別在
主板及創業板上市，其中16間於掛牌首日錄得升幅，
但截至周一，逾40%公司股價低於招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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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商加人幣存息 3個月2.5厘

金管局今年對銀行人民幣
業務監管規定放寬情況

5月 再放寬「未平倉淨額」（NOP）上

限，由20%上限的規定，放寬至各

銀行可自行設定上限

4月 簡化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審查要

求，銀行若能確定客戶跨境貿易的

真實性，可豁免審查第三方證明文

件

1月 放寬人民幣參加行的「未平倉淨額」

（NOP）上限，由10%調高至20%；

另擴大計入「人民幣風險管理限額」

的資產內容，由以往只限於人民幣

現金、清算行結算及託管行賬戶結

餘總額，擴大至財政部在港發行的

國債，以及人行批准參與內地銀行

間債市所持的人民幣債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子豪

匯豐推6貨幣組合 國際化再邁步

最受歡迎新股 跌得最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外電引述消息人
士消息，蒙古鐵礦商 Altain Khuder 計劃於本年
底前來港上市，集資約10億美元。Altain Khuder
於蒙古擁有Tayan Nuur鐵礦，自2009年起出口
至包括中國的寶鋼等顧客。消息稱，公司已委
任麥格理及美銀美林為聯席上市保薦人。

有市場消息指，東吳水泥國際已通過港交所
（0388）上市聆訊，預計6月中前上市，獨家保
薦人及獨家賬薄管理人為國泰君安。

另外，華電（1071）同系華電福新能源將於
本周4（24日）進行上市聆訊，預期集資額約5
億美元，安排行為美銀美林、中信證券（6030）
及瑞銀。

Altain Khuder傳年內來港上市

話你知

何謂直接交叉盤？

■馮婉眉預料，歐洲佔整體人民

幣的交易量，於1至2年後增至

15%。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港股扭轉四日跌勢， 指昨一度升260

點，收市升幅收窄，僅升116點，成交

52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沐義棠期望，證監會可加

強監管上市公司保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