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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憂「佔中」累港元流動性趨緊
倘下月發生勢阻部分經濟活動 銀行提前儲備推高需求

花旗銀行日前發表題為《A Politically Occupied
Summer》（被政治佔領的夏日）的分析報告。

報告指出，「佔領中環」的可能愈來愈大，最大機會
在8月發生，由於中央及特區政府與「佔中」團體意
見分歧，強硬的態度將增加未來數周引發大型遊行的
機會，因此要注視兩個關鍵日，包括特區政府昨日發
表政改諮詢報告，以及未來內地對香港政改報告的看
法。

港匯偏強或因政局不穩
花旗在報告指出，近期港匯偏強可能與「佔中」有
關，由於憂慮政局不穩，需要資金應對緊急事件，預
料銀行會提前儲存更多港元資金以防不時之需，港元
流動性出現短暫緊張，推高需求，令港元走強。
報告續稱，港元近來不斷走強，多次觸及強方兌換

上限，促使香港金管局入市拋售港元。香港金管局日
前再向市場注資，兩次共沽出38.75億港元。這次注
資後，銀行體系結餘將增至2048.6億港元。自7月1
日開始，金管局已經13次向市場注資，共沽出409.9
億港元。
花旗評估，倘有1萬人上街「佔中」，將堵塞中
環及政府地區的主要交通，並令部分經濟活動受
阻，部分商業活動將暫停，改以後勤運作，但相信
以本港警力，警方可以在1日內完成清場行動，減
少影響。不過，即使警方可以盡快處理「佔中」，
投資者仍可能擔憂未來香港的示威行動。

示威活動料將更大更多
此外，花旗亦指出，除了「佔中」對中環的影響

外，內地與香港關係矛盾增加，以及本港政治團體與

港府的張力日益增加，也令投資者對本港經營風險升
溫的預期增加，關注未來本地示威可能更大及更頻
繁。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每間銀行都會有不同的風險評估，其應對措施亦會有
差別，但他相信提前儲備港元等的舉措，會對銀行本
身構成一定的成本及花費。

吳亮星：或削港競爭力
他強調，因政治問題引起的「佔中」行動，必然對
中環有所影響，尤其不少大行在港均設有分部，或令
銀行「迫不得已」作出應對措施，並認同長遠而言，
「佔中」對香港不利，特別是銀行對香港情況的關注
及應對，長遠要花費不少人力物力，或會削弱香港在
國際上的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反對派策動違法「佔

領中環」，各大銀行及金融

機構普遍指出，一旦「佔

中」發生，將嚴重損害未來

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國際

大行花旗銀行日前發表的研

究報告指出，「佔領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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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經濟活動受阻，部分商

業活動暫停。屆時，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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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趨緊張，又指即使警方有

能力盡快處理「佔中」，也

可能令投資者擔憂未來香港

的示威行動。

反對派策動違法「佔領中環」，
以非法手段嚴重影響社會安定，更
會為經濟發展帶來短期、中期以至
長遠的損害。多家大型銀行、金融

機構今年先後發表報告，指出「佔中」將對股市、
樓市、旅遊業等帶來直接的衝擊，政治環境的不穩
定更會嚇怕海外投資者，為香港這個國際性的開放
型經濟體，帶來深遠的後遺症。

瑞銀：中區商廈損失巨
瑞銀證券亞洲有限公司（UBS AG）今年4月公

布首個「佔中分析報告」。據估計，一旦「佔中」
發生，單是中區各大寫字樓及商場擁有者的經濟損
失就高達400億元，並對香港經濟帶來四方面的潛
在影響，包括為企業及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直接
負面衝擊中環核心寫字樓及零售區；直接影響香港
地產股票；嚇怕海外投資者和旅客，影響香港旅遊
業零售等相關收入。

澳新：可能發生大動亂
澳新銀行於6月發布大中華區每周經濟觀察報

告，指民粹主義已降低政府的施政效率，如立法會
拉布令2013/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差點未能通過，
阻礙財政政策的實施，並指政府若不能處理好「佔
領中環」，大規模動亂將有可能出現，最終引發類
似台灣「反服貿」運動的社會動盪。倘香港政治不
穩或者政府向民粹主義妥協而犧牲自由市場的地
位，全球投資者將會轉向其他地區投資。

美銀美林：起連鎖反應
美銀美林6月發表針對「佔中」的研究報告顯

示，倘「佔中」持續3個工作日，或許會讓香港損
失近40億港元，而一旦政治經濟出現動盪，將打
擊外資投資香港的信心。倘「佔中」持續，將令遊
客減少，零售及收租股受壓，並打擊住宅物業銷
售。

匯豐：或損害兩地關係
今年7月，匯豐證券發表最新市場策略報告，擔憂「佔

中」行動或會影響香港與內地關係，打擊香港經濟，故將
該行對港股原來的「中性」評級，下調至「減持」。其
後，匯豐修訂報告，補充該行調低港股評級，還包括樓價
轉弱及美國可能加息等因素。

巴克萊：恐回歸後最傷
巴克萊銀行亦發表報告，指出一旦「佔中」衝擊樓市，

復甦所需時間將較以往為長。報告強調，香港在回歸後的
17年間，先後經歷「三大震盪」衝擊，包括1997年亞洲金
融風暴、2003年爆發「沙士」、2008年環球信貸危機。由
於香港目前「房價對收入比」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更
高，一旦市場出現震盪，將需要更長時間調整。換言之，
「佔中」一旦發生，令樓價下跌，情況可能比1997年及其
後滿街負資產的情況更為惡劣、延續時間更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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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匯近日不斷觸及
7.75水平的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昨日傍晚再向市場
注資27.13億元，是7月以來金管局第十四度向市場
注資，合共注資437.03億元，銀行體系總結餘在本周
四將增至2,075.74億元。

金管局14度注資共430億
金管局自本月初開始向市場注入港元，為2012年

12月來首見。截至昨晚，金管局已14次注資，資金

規模達437.03億元。花旗在昨日發表的報告中指出，
有理由相信港匯呈強的部分原因，是因為本港銀行為
應對可能出現的「佔中」行動，預先準備充足的港
元，並希望預留資金在銀行體系，以應付不時之需，
導致出現資金持續流入的情況。
該行的報告舉例指，七一遊行當日有部分市民留守

遮打道，被視為「預演佔中」，當日港元曾出現抽緊
情況。由於市場對港元的需求大增，導致當日隔夜拆
息由長期處於的零息水平，突然升至0.2厘，是兩年

半以來首見。
不過，金管局早前發表聲明稱，近日港元需求增

加，部分反映企業的商業活動所需，包括因近期以港
元合併收購活動和派息。有銀行人士則指，人民幣今
年以來匯價偏軟，吸引了部分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轉
往港元資產。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則認為，近日港元走強與兩大原因有關：一是歐美股市
已累積大量升幅，部分資金減持當地股市，轉投新興市
場股市，包括港股等；二是海外資金瞄準10月推出的
「滬港通」。張華峰估計，部分外資對A股有興趣，促
使資金先行流入本港，促使近期港匯維持強勢。

「預演」當日港元即抽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聲言，一旦人大常委會在8月
否決「公民提名」，就會發動違法「佔領中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不願看見任何破壞社會秩序的事件發生，並深信執法部
門會依法辦事。
在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民建聯議員黃定光擔心倘有

人不滿意政改結果，就會「佔中」及在立法會拉布，將香港拖垮，希
望政府解釋有何對策。林鄭月娥在回應時表示，不願意看見任何破壞
社會秩序的事件發生，倘事件不幸發生，她對執法部門充滿信心，並
深信他們會依法辦事。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則表示，香港

有很大的表達自由和言論的空間，絕對可以用守法、和平的方法表達
意見。特區政府的一向立場是不鼓勵，也不希望任何人做違反香港法
律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早前在向教友講
道時，評論到今年七一遊行及「預演佔中」，鼓勵教友要學習耶穌基
督，內心要「平和安寧」，不應使用暴力，卻被反對派瘋狂抹黑。鄺
保羅大主教昨日在聖公會官方刊物《教聲》上發表致教友函，「祈求
上主帶領我們，能夠在每一段困難的時刻，堅守上主聖道，勇往直
前，將上主謙和、良善、溫柔和包容的美德，栽種在人的心中，讓香
港邁向美好的未來。」
在被反對派瘋狂抹黑後，鄺保羅在日前出版的聖公會刊物《教聲》

訪問中強調，他支持合法和平表達訴求，但港人現時心靈極不平靜，
經常以言語或肢體暴力去表達意見，不能客觀分析，行事流於衝動。
他呼籲社會有更多柔和謙卑，港人回復心靈平靜。

講道被批評教友紛慰問
鄺保羅大主教在昨日在《教聲》網站再發表致教友函中坦言，「上

星期，對各位弟兄姊妹和我自己來說，都不是容易度過的時刻。本人
在7月6日聖保羅堂堅振禮上的講道內容，經廣泛報道後引起極大迴
響，教會和社會人士議論紛紛，各種批評接踵而來；然而，也有不少
主內弟兄姊妹和教外朋友，來電或來函表示慰問，在此我衷心感謝各
位的關心！對於事件影響教省，亦為各位帶來困擾和不安，本人在此
深表歉意。」
他在函中說：「懇請各位繼續為香港聖公會、所有主教、牧者和教

友祈禱，祈求上主帶領我們，能夠在每一段困難的時刻，堅守上主聖
道，勇往直前，將上主謙和、良善、溫柔和包容的美德，栽種在人的
心中，讓香港邁向美好的未來。我確信，在聖靈的保守下，我們一定
可以繼續同心合意，彼此接納，為上主作見證，榮耀上主聖名。」

林鄭：社會倘生亂必依法處理

鄺保羅：盼謙和包容栽種人心

各界批陳李「告洋狀」枉作小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特
區政府公布首階段政改諮詢報告的關
鍵時刻，「禍港四人幫」中的前政務
司司長陳方安生及民主黨前主席李柱
銘赴英，並於首日與英國外交及聯邦
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會面。他們要
求稱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
署國，應發表「更有力」的聲明，確
保香港落實「真普選」。各界人士批
評，香港政改是中國內政，陳李二人
不應該「邀請」外部勢力干預。國家
總理李克強早前訪問英國時，英方對
「一國兩制」在港成功落實並沒有異
議，陳方安生等的行為完全是在枉作
小人。
由陳方安生擔任召集人的「香港
2020」昨日發出新聞稿，稱陳方安生
及李柱銘在訪英的首日行程中會見了
施維爾。他們向對方簡介了香港最新
情況，包括有大批市民參與「佔中」
行動舉辦的所謂「全民投票」，及每
年的七一遊行。
他們聲稱，港人十分關注國務院發表
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踐》白皮書，更「提醒」施維爾，英
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有
法律及道義責任確保中英兩國政府履行
協議內容。他們要求英國政府官員發表
更有力的聲明，確保香港於2017年特首
選舉中落實「真正」普選，及《中英聯
合聲明》及基本法承諾保障香港市民的
人權和自由得以維持。

鍾樹根：硬要與中央對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指出，英

國早前已發表報告，指香港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並認為在落實的過程
中沒有問題。他不明白陳李兩人為何
老是說一些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東西，

千方百計希望扭轉報告的內容，誓要
製造出與中央對抗局面。「最可笑一
點，就是竟然要一名港英前朝官員
（陳方安生），去『提醒』她的前
『宗主國』的外交部官員做東做
西。」

陳恒鑌：行為與漢奸無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陳

方安生老遠跑到英國，要求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只是想撈政治本
錢，讓市民看清楚他們所做的不光彩
的事，「此人（陳方安生）的思維實
在好有問題……我唔想話佢係漢奸，
但他們（陳李）的行為與漢奸完全沒
有任何分別。」
他續說，英國是一個大國，他們的

官員對國策自心中有數，「毋須妳
（陳方安生）指指點點。」結果只會
碰得一面灰。

黃國健：主子唔急下人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在

國家總理李克強訪英前，國務院的白
皮書已經發表了，而李克強總理在訪
英期間，英國政府對白皮書沒有任何
意見以至反對聲音，陳方安生未免替
其「主子」過分擔心了，「既然主子
都冇問題，（陳李）作為下人，何需
要過分擔心呢？」

葉太：老遠訪英多此一舉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陳方安

生跑到英國是多此一舉。國務院白皮
書已明確說明，基本法已經保障了
「一國兩制」的實行，並提醒大家，
中國並非聯邦制國家，故高度自治並
非全面自治，並強調了香港享有獨立
的司法權及終審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禍港四人幫」成員陳方安生及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藉着特
區政府公布首輪諮詢結果報告，
急不及待跑到英國展開一連七日
的「告洋狀」之行。《環球時
報》昨日批評，陳李兩人到英國
是要在尋求「政改外援」，干預
中國內政，不僅對普選無益，更
助長外國勢力借機亂港。
《環球時報》昨日發表題為〈香

港反對派訪英搬「外援」被批暴露
「奴才心態」〉的文章，批評陳方
安生及李柱銘聲稱赴英的目的，是
和「英國友人」及傳媒「分享」他
們對香港政制發展的看法，但香港
各界人士批評稱，陳李二人哀求「外
援」干預中國內政，不僅對普選無
益，更助長外國勢力借機亂港。
報道引述了香港文匯報報道

指，陳李二人在政改敏感時刻到
外國「求援」，只會增加中央的

不信任，為政改問題設下更多障
礙，添煩添亂，無助推動落實普
選。

鬧「賣港求榮」洋奴相
《環球時報》指出，今年 4
月，陳方安生和李柱銘曾訪問美
國和加拿大，中央政府對此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有評論也
批評陳李「恭請外國勢力干涉香
港內部事務」是「賣港求榮」，
「活脫脫一副洋奴、漢奸的嘴
臉。」
報道續指，在陳李是次赴英

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曾聲稱
香港市民若不滿「一國兩制」可
向英國反映。英國政府還向國會
提交報告書稱，必須給港人「真
正的選擇」。對此，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當時重申，香港特區事務
是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外國
以任何藉口干涉香港事務。

《環時》斥助長外國勢力亂港

■陳方安生
及李柱銘，
昨與施維爾
會面。

◀花旗銀行報告指，早前「預演佔
中」當日，港元曾出現抽緊情況。
圖為「預演佔中」現場。 資料圖片

▲有網民點出多名鼓吹「佔中」的反
對派中人，在「預演佔中」當晚「潛
水」，並無參與。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