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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環境不明朗 主要市場表現欠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受主要出

口市場表現欠佳拖累，本港 4 月份整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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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值再錄負增長，按年跌 1.6%，差過市場














均跌，當中內地跌 1.1%，美國亦跌 5.6%。
政府發言人指，上月出口貨值按年微跌，是








較年初疲弱的表現有所改善。


 



 

















 









































 


























復活節假於 2013 及 2014 年於不同日子出現
影響，若將 3 月及 4 月合計，輸往美歐出口







受輸往內地出口在高基數下錄按年微跌，以
及先進市場表現疲弱所致，另部分原因則因








預期。月內大部分主要目的地整體出口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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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進一步指出，展望未來，若先進經濟體增長
步伐可持續加快，並轉化成更強需求，應可有助
帶動亞洲貿易往來，從而惠及香港。惟外圍環境仍受
不明朗因素左右，包括美國貨幣政策的未來路徑及近
期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緊張局面。政府會密切留意有
關情況。

進口升2.4% 逆差擴至553億

■本港
本港4
4 月份整體出口貨值再錄負增長
月份整體出口貨值再錄負增長。
。

今次是繼今年 3 月份錄得 3.4%按年升幅後，4 月份
轉口與港產品出口合計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按年跌
1.6%至 2,857 億元。其中 4 月份轉口貨值跌 1.7%至
2,808 億 元 ， 而 港 產 品 出 口 貨 值 為 49 億 元 ， 上 升
8.1%。同時繼今年 3 月份錄 3.2%按年升幅後，4 月份
商品進口貨值按年升 2.4%至 3,410 億元。今年 4 月份
錄有形貿易逆差擴至 553 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
的16.2%。
而今年首 4 個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按年微升 0.1%，
轉口貨值大致維持不變，港產品出口貨值則升 1.1%，

商品進口貨值升2.1%。首4個月錄有形貿易逆差1,784
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3.9%。經季節性調整
數字顯示，截至 4 月止的三個月與對上三個月比較，
商品整體出口貨值錄 7.9%跌幅。其中轉口貨值跌
8.1%，港產品出口貨值則升1.2%，商品進口貨值下跌
5.1%。

出口亞洲美國跌 英國升7.7%
按國家或地區分析，輸往亞洲整體出口貨值跌
1.6%，當中輸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整體出口貨值均錄

跌幅，特別是菲律賓跌 13.7%，新加坡跌 8.4%，內地
亦跌 1.1%等，越南和印度整體出口貨值分別升 10.3%
和 1.4%。輸往美國整體出口貨值跌 5.6%，但英和德
則分別升7.7%和0.7%。
按貨品類別計，4 月份部分主要整體出口貨品類別
的貨值按年均錄跌幅，尤其是「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
料處理儀器」按年跌 12.9%，「通訊、錄音及音響設
備和儀器」跌 7%，「雜項製品（主要包括珠寶、金
飾及銀器）」跌 10.5%，而「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
及零件」則升9.5%。

周小川：經濟錯綜複雜具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由於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
示中國經濟正面臨「錯綜複雜」局面，加上四大國有銀行的新
增貸款遜於預期，市場再次看淡人民幣短期走勢。雖然人行昨
日將人民幣中間價調高 12 點子至 6.1687，但即期匯率卻大跌 94
點子收報6.2486，不僅是全日最低位，也是本月最低收市價。
人行網站披露，周小川在浙江嘉興調研時指出，中國經濟正
面臨近年來少有的錯綜複雜局面，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防風險、惠民生任務繁重，對人行制定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
策、維護金融穩定、改善金融服務，都提出了新的挑戰。他作
出多項指示，包括要求人行各級機構「執行好穩健的貨幣政
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
環境；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

四大行新增貸款遜預期
另外，據《21 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截至本月 25 日，工行
（1398）、農行（1288）、中行（3988）、建行（0939）的新
■周小川表示，中國經濟正面臨近
增貸款共計1,300億元人民幣。報道指，信貸數據疲軟部分源於
年來少有的錯綜複雜局面。
資料圖片 外匯佔款增長低迷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之困，同時也體現了中

宏利：港投資者意向亞洲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最新一季「宏利
投資者意向指數」調查顯示，香港投資者意向在
首季持續回升，但公眾對市況波動的憂慮，仍繼
續牽制市場升幅。香港人的投資意向，由去年第
四季的負 13，升至今年首季的負 11，但仍遠低於
亞洲區24點的平均水平。

股債投資意慾升 樓市仍差
股票的投資意向升 3 點至 5，對債券的投資意慾
則由負面轉為中性，由去年第四季的負 3 升至今年
首季的 0。宏利人壽保險投資基金部副總裁趙小寶
表示，根據調查，發現本港物業投資氣氛仍較
差，投資意向仍是負數，反映出政府推樓市調控
措施，令樓市不樂觀，雖然政府本月初微調「雙
倍印花稅」，但認為投資者情緒不會太快改變。

對於去年全球市場均憂慮美國退市會拉高息
口，但聯儲局早前表明息口短期內不會大升，趙
小寶認為，聯儲局的言論為市場打下強心針，加
上整體經濟環境有改善，投資者對股市及債市的
信心正回復。

港人持現金仍高佔組合36%
今次的調查又發現，港人持有相當的現金水
平，現金目前佔其投資組合 (撇除所有物業)約
36%。趙小寶指出，投資者可作分散投資，原因是
目前亞洲股市估值便宜，一方面可考慮投資股
票，另外，亦可挑選債券或其他高息投資工具。
對於近日有銀行以高息爭取人民幣資金，他估
計，銀行將會推出更多人民幣產品，吸納投資者
在該銀行的儲蓄。

國實體經濟「去槓桿化」的現狀。

人幣看淡 跌至本月低位
多個利淡消息令市場普遍相信中國經濟仍在放緩，人民幣匯
率短期內難以回升。雖然人行調升了中間價，但在悲觀情緒籠
罩下，市場再次出現即期匯率與中間價背離的趨勢。人民幣昨
日一路下挫，最高見 6.2383，最低為 6.2486，較上個交易日大
跌 94 點子，亦較官方中間價低 1.2%，維持在 2%的允許波動範
圍內。即期匯率最終以該價位收市，不僅是全日最低位，也是
本月最低收市價。
分析員對人民幣短期走勢均持謹慎看法。彭博引述新鴻基外
匯駐香港外匯策略師 Bruce Yam 表示，在中國景氣前景短期內
不會好轉的形勢下，人民幣將維持低迷。而中國與越南的紛爭
可能會進一步延緩資金流入的速度。路透社也綜合多位交易員
指出，由於當前跨境資金流動缺乏方向，企業分紅購匯數額較
大時會對匯率產生明顯的貶值壓力，但是否會帶動市場預期並
演化為趨勢性的貶值，更多取決於監管層的態度。這也會讓市
場保持較為謹慎的心態。

中原証券擬下月中招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市場消息指，河南省最大
證券公司中原証券已於上周成功通過港交所(0388)上市聆
訊，暫計劃於下月 6 日開始路演，13 日招股，25 日掛牌，
集資約 3 億美元（約 23.4 億港元）。上市安排行包括中
金、中銀國際、工銀國際、匯豐、唯高達、交銀國際及銀
河證券等。
據悉，中原証券原計劃去年 A 股上市，但當時 A 股 IPO
市場還未重啟，由於上市無期，加上集資存有壓力，故最
終決定轉戰香港，擬先發H股再發A股。

天合化工擬來港籌117億
此外，民營化工產品生產商天合化工亦計劃於下月初開
始路演，下月中招股，集資規模高達 15 億美元（約 117 億
港元）。上市安排行包括摩根士丹利、美銀美林及瑞銀。
市傳，青島港(6198)國際配售錄超額認購。

港股乏方向 成交續低迷

港上月出口跌1.6% 遜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港股昨日
缺乏方向，繼續悶局待破，恒指高低波幅不
到 100 點，成交萎縮，不過，受人行公布的
今年首季內地移動支付金額飆升刺激，支付
概念股齊齊炒上，其中中國創新支付
（8083）收市飆升逾兩成。
恒指昨日低開10點，最低跌76點至22,886
點，最高則升 21 點至 22,984 點，未能突破
23,000 點關口，全日高低波幅僅 98 點，收市
微跌 18 點至 22,944 點，跌幅為 0.08%。港股
昨日主板成交額為 424 億元，繼續處於頗低
的水平，顯示投資者入市意慾薄弱。國企指
數昨日收報 10,082 點，亦下跌 43 點，跌幅為
0.43%。

移動支付激增 炒起概念股

港股昨日雖然一片悶局，但支付概念股的
股價表現則一枝獨秀，這主要受人行公布今
年首季內地移動支付金額飆升刺激。據公
布，今年首季，內地電子支付總額達 292.89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34.6%；其中移動
支付金額達 3.89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更飆升
2.55倍。
昨日中國創新支付以全日最高價 0.53 元收
市，升幅達20.5%。不過，有關股價較今年3
月份熱炒支付概念股時該股的 52 周的高位
0.94 元，仍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兩隻支付概念股環亞
智富（1390）和神州數字（8255）收市亦分別升 4.7%
至 3.81 元和 2.86%至 2.16 元，有關股價亦分別較其 52
周高位9.23元和4.67元有頗大的差距。
藍籌股中，已公布全年業績理想的聯想（0992）昨
日股價表現最佳，收市升 1.35%至 9.74 元；受港府討
論削減內地來港「自由行」數量打擊，九龍倉
（0004）股價表現最差，收市跌 3.45%至 53.15 元。另
外，剛剛公布今年首季業績差勁的華創（0291），昨
日沽壓較大，收市跌2.61%至22.35元。

待下月數據公布 料破悶局
展望港股後市，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
日表示，目前大市處「買賣兩閒」的局面，投資者觀
望環球經濟狀況，入市態度審慎，限制大市升幅，但
受惠於內地政策支持，大市亦跌不下去。他預計港股
這種膠着狀態仍要持續兩至三星期，預料要到 6 月份
公布經濟數據後，才會好轉。

順風光電擬配股籌6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順風光電(1165)昨公
布，擬配股集資 60 億元，以作發展太陽能電站業務。
公司表示，集團與配售代理訂立協議，計劃以不低於
每股10元配售最多6億股股份，集資60億元。
公告指，若扣除佣金及其他開支後所得款項淨額約
59.08 億元，用作發展及興建分布式太陽能應用設備及
公用事業規模太陽能發電站所需的部分資本開支撥
資，以及就興建太陽能發電站簽訂的 EPC(工程承包合
同)協議而應付的款項撥資等。
配售價較周一收市價 10.98 元折讓 8.9%，配售股份
相當於經擴大後股本的 21.98%。順風光電昨收報
10.98元，無升跌。

大股東減持套44億 石藥挫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石藥集團(1093)昨表
示，公司主要股東欣景擬出售其所佔約 11.95%的股
份，套現約44億元。
公告顯示，集團主要股東欣景計劃向第三方出售的
股份包括集團的 6 億股，以及一間由石藥集團執行董
事和主席蔡東晨全資擁有的公司出售另外 1.0588 億
股，總共套現約 44.12 億港元。是次協議售價為每股
6.25元，較周一收市價6.73元，折讓7.1%。
交易完成後，欣景在石藥集團的持股量降至
41.78%，原為53.72%。而欣景連同其母公司弘毅投資
在石藥集團的持股亦由 74.2%降至 62.26%。此外，弘
毅投資行政總裁趙令歡亦身兼石藥集團執行董事。
石藥昨收報6.28元，跌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