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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示警 檢視銀行風險
傳要求評估外匯業務料針對內地貸款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上半年在內地房地產投資增長持續
下滑的情況下，基建投資的提速起到了一定的對沖作用，
不過，中金公司在最新報告中預計，從基建投資資金來源
看，下半年增速存在放緩的壓力。
報告認為，這主要基於下半年受到全年財政預算和貨幣

政策穩健基調的制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難有大的放
鬆；而同時，房地產市場調整帶來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放緩
將導致政府投資資金來源的緊縮。

樓市下滑恐削弱賣地收入
報告指出，由於去年土地出讓金收入達到創紀錄的4.1萬

億元人民幣，對今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資仍有一定支持作
用，但上半年房地產市場下滑將更多體現為今年下半年和
明年土地出讓金的放緩，對未來基建來源構成壓力。
而且，從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和新開工項目計劃投資

額增速看，均低於當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將加重
報告分析基建投資資金來源稱，當前政府主導的基建投

資和保障房投資增速較快。較快的政府投資將帶來政府槓
桿率的上升。一方面，政府的赤字將較過去兩年顯著上
升；另一方面，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在內的地方政府債務負
擔將進一步加重。
「地方政府槓桿率上升是房地產市場調整背景下穩增長

的必然結果，但是也將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報告指出。
這些負面影響包括：未來地方融資平台債務違約的風險

增加；政府的融資需求可能導致影子銀行再度擴張；政府
融資需求可能導致利率較高，擠壓私人部門，貨幣政策在
利率和總量之間可能面臨兩難抉擇。
上周公布的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穩於17.3%，其
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速14.1%為至少過去一年最低水
平。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48.5%，拉動
GDP增長3.6個百分點。

中金：內地基建投資料減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花旗銀
行環球個人銀行服務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
管張敏華昨表示，看好下半年的國企指數
表現，預料其升幅可跑贏恒指，國指於明
年中期有望升至12,000點，即較現時有
16%上升空間，而預測恒指在年底升幅可
至25,000點，即較現時有7%上升空間。
內地的健康護理、銀行保險及資訊科技等
週期性股份被看高一線，看淡電訊及日常
消費等板塊。

國指跑贏至明年中可升16%
張敏華昨於環球展望記者會上預料，下

半年內地GDP增長表現理想，明年GDP
增長亦達到 7%，但認為需留意明年內地
經濟或會出現調整，相信有關改革政策仍
要維持兩年，屆時內地樓價或出現下行趨
勢，於調整期下跌約兩成。由於經濟改革
需時，城鎮化建設亦相信在短期內難以完
成。因此，下半年內地經濟狀況雖或較為
寬鬆，但中長期仍處於放緩階段。

她又表示，國指於明年中期有望升至12,000點，即
較現時有16%上升空間；該行仍然看好科網股表現，
相信其盈利能力強勁，佔中資股的較大比重。內地手
遊股具上升潛力，有利在香港和美國上市的相關公司
表現。而且內地或會在明年減息，刺激相關具增長潛
力的股票表現。目前環球市場的資金充裕，內地企業
的違約及資金緊絀等問題可稍為改善，短期內刺激在
港上市的中資股份輕微上升。

看好科網內房及本地地產股
港匯持續強勢一段時間，但未見刺激港股造好。張敏

華認為，主要由於環球資金流入港股的比例不多而致。
她看好內房及香港本地地產股表現，現時發展商積極推
盤，再加上美國在明年或考慮加息，資金成本仍較低，
利好地產股造好。受本港零售數據疲弱拖累，以及自由
行的人數減少，她預計收租股和房託表現一般。
此外，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iBond 4)即將發行，她

認為，iBond與通脹掛鈎，對投資者的風險不大，根據
過往經驗，相信其首日認購的反應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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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指出，本港銀行體系內，目前有超過17萬
億元資產，銀行資金來源很大部分來自市民和企

業的存款。要保障市民存款的安全，金管局就要監管
銀行，要求銀行穩健經營，要有充足資本，對信貸、
流動性和其他風險妥善管理，從而達到減低銀行倒閉
的風險。

罔顧風險追求利潤做法危險
在金融海嘯爆發前，歐美銀行有種普遍看法，就是
銀行要盡量利用資本去擴大風險資產，為股東和管理
層追求最大利潤。但由於銀行資金來源主要是市民存
款，罔顧風險地盲目追求利潤的行為，會為銀行體
系，甚至為社會帶來巨大危機和沉重代價。這種做
法，不但是錯誤，而且是非常危險。

港銀行競爭力在於穩健經營
陳德霖強調，香港銀行的競爭力，並不在於能否為
股東帶來最大利潤，而是其保守作風和穩健經營，金
管局亦不允許銀行將資本充足率，降至國際最低標準
容許的水平。存戶和市民對香港銀行的信心，除了金
管局的嚴格監管外，還因為銀行保持比一般歐美銀行
更高的資本充足率，令銀行有足夠緩衝，必要時能用
以沖銷呆壞帳。

不容許資本充足水平僅達標
據金管局數據，香港銀行體系在去年底綜合資本充

足率為15.9%，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3.3%。《巴塞爾
協定三》要求的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為8%。
所以有人說金管局在《巴塞爾協定三》國際認可最

低標準之上，再提出額外要求，會令香港銀行面對
「不公平」競爭，這點金管局是不認同的。他認為，
銀行間的競爭，應是着眼於服務水平和穩健性，而不
是、更不應建基於以最低的資本充足率，來謀取更大
利潤這種經營模式。

兩條腿走路 監管風險與操守
金管局的銀行監管工作，必須是兩條腿走路。「第

一條腿」是資產風險監管，包括參與改革國際監管標
準的討論，與在港落實這些新標準的工作。「第二條
腿」是監管銀行的行為和操守，該局為此設立了兩個
新的常設部門，第一個是銀行操守部，負責制定銀行
與客戶交往的原則和要求。另一個是銀行法規部，主
責跟進和調查銀行不良銷售和其他不當操守事宜。
他指出，監管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安全性，與監管銀
行行為和操守，是兩種性質很不同的任務，所需技能
和經驗都有所差異，而銀行的經營除了穩健、安全，
其營商手法和員工的專業操守同樣重要。故此，金管
局設立兩個新部門以負責上述兩項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古寧）中移動
（0941）昨日公布6月份運營數據，4G用戶數增速加
快，新增用戶為583.4萬，較5月份的331.1萬戶有所
加快，截至6月底的4G客戶總數達1,394.3萬戶，首
次突破千萬大關。但3G用戶6月僅新增222.9萬，較5
月份的431萬戶進一步減緩，截至6月底的3G客戶總
數為2.39億戶。移動用戶數於6月淨增331.9萬，用戶
總數達7.90614億戶。

中電信3G上客增 移動用戶降
中電信（0728）也公布6月份營運數據，3G用戶增
幅為129萬戶，較5月份的98萬戶大幅加快；綜合今
年上半年計，3G用戶累計增413萬戶，令截至6月底
的3G用戶總數達1.07億戶。不過，若計及2G的移動
用戶數量，6月份淨減少98萬戶，與5月份的表現相

若，上半年的移動用戶總數流失534萬戶，令總數減
少至1.8億戶。固網業務方面，6月寬帶用戶新增55萬
戶，累計達1.04億戶；本地電話用戶流失幅度為138
萬，累計用戶降至1.49億戶。

聯通廣深4G基站覆蓋逾98%
另外，在獲得4G混合組網試驗許可後，中國聯通

（0762）廣東公司本月宣佈全面升級4G。與此同時，
聯通4G網絡建設速度明顯加快。在工信部批准的16
個LTE混合組網試驗城市中，廣東是聯通唯一有兩個
市的省份，分別為廣州、深圳。中國聯通廣東公司內
部人士21日透露，目前廣深兩市4G基站數量與覆蓋
效果已達到與3G相當的水平，測試下載網速最高達
到150Mbps。
據介紹，廣深早在2011年就開通了聯通42Mbps 3G

網絡。目前，廣深兩地聯通3G基站總數已過萬，人
口覆蓋率達到99%，而兩市4G覆蓋目前超過98%，
而其 LTE 混合組網試驗網絡最高峰值速率可達
150Mbps。

中移動上月4G客新增583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繼續悶局，未
有跟隨外圍升勢之餘，更先升後倒跌，恒指全日跌67
點報23,387點，高低波幅只有126點，成交更萎縮至
僅434億元。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縱使資
金流入本港，但欠缺買賣意慾，主要是投資者等待中
期業績的數據。他認為，最快要在本周四匯豐公布7
月份的中國PMI預覽值，市場才有機會打破悶局。

濠賭股炒上 科網股捱沽
國指跌 85 點報 10,355 點，即月期指跌 83 點至
23,326點，低水61點。再有大行唱好濠賭股，銀娛
(0027)、金沙(1928)領漲，收市分別升3%及2.3%，使
其他濠賭股突圍而上，永利(1128)升 3%、美高梅
(2282)升4.2%、澳博(0880)升2.8%、新濠博亞(6883)升

2.76%。但有證券經紀提醒，資金只是在悶局下停泊
濠賭股，行業因素並沒轉強，相信濠賭股或再下跌。
科網股有沽壓，騰訊(0700)跌1.1%，雲遊(0484)跌
6.5%，網龍(0777)跌4.2%，IGG(8002)跌2.6%，金山
(3888)跌 0.4%，金碟(0268)跌 1.4%。另外，中電信
(0728)公布6月份營運數據，移動用戶再度流失98萬
人，總數降至1.8億戶，首6個月移動用戶累計淨減
534萬戶，消息令股價跌近2%，連累聯通(0762)跌
1.25%，中移動(0941)則逆市微升0.06。

Magnum傳賣殼抽升24%
細價股悶市發圍，資金炒作個別股份，令「禾雀亂
飛」，市傳Magnum(2080)被炒作賣殼概念，收市抽升
24%；計劃轉主板的英裘(8168)續升 19.5%。科浪
(2336)急升50%收1.35元，成交更高達1.4億元，打入
成交50大，但該公司發聲明表示不明升因。
上周五以配售形式上市的中持基業(8125)，在上市當

日已經高於配股價1.7倍報收，昨日再爆升逾43%收2.35
元。英發(0439)續升逾19%，令該股由6月中復牌至今，
已累升近9倍，成交維持水平，仍有高達2.2億元。
至於最後熱炒的博華太平洋(1076)上周五一度由高

位急跌近32%，昨日「鑊氣」又再接再厲，以1.5億
元成交推升逾18%。中國3D數碼(8078)宣布5合1股
份後，又1送10紅股，股價全日跌兩成收0.22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外電消息

指，金管局要求銀行作外匯業務評估。市場

人士估計，金管局可能藉此評估本港銀行對

香港境外，特別是向內地貸款的水平，以及

有關貸款的質素。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日則

在官網撰文，指出銀行的資產風險監管，以

及營商操守同樣重要，金管局不允許本港銀

行將資本充足率，降至國際最低標準容許的

水平。

濠賭股昨反彈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2282 美高梅中國 27.30 +4.20
0200 新濠國際發展 23.30 +3.79
1128 永利澳門 29.95 +3.10
0027 銀河娛樂 63.30 +3.09
0880 澳博控股 20.15 +2.81
1928 金沙中國 55.50 +2.30

科網股受壓
0777 網龍 13.52 -4.25
1094 中國公共採購 0.345 -4.17
8002 IGG 4.10 -2.61
8081 中國手遊文化 0.169 -1.74
1390 環亞智富 3.00 -1.64
0700 騰訊控股 121.50 -1.14

■■陳德霖認為陳德霖認為，，銀行的資產風銀行的資產風
險監管險監管，，以及營商操守同樣重以及營商操守同樣重
要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金管局不允許本港銀行將資本充足率金管局不允許本港銀行將資本充足率，，
降至國際最低標準容許的水平降至國際最低標準容許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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