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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降」亢奮短癮 港股倒跌
資金續湧入 大市料整固再上

國指則微升5點報10,747點，成
交額736億元，昨日有45隻

熊證被強制收回。大華繼顯(香港)
策略師李惠嫻表示，人行「雙降」
並無為市場帶來太大驚喜，主要因
近期港股已累積了一定的升幅，加
上目前已升至近23,500點的阻力
位，故短期大市或需先行整固，才
有力再上。

內地「放水」利券商內房股
她又認為，港股昨日成交額仍達
到736億元，反映沽壓未算沉重，
加上市場流動性續充裕，港匯也偏
強，料整固的幅度不會大，恒指可
於22,800點有支持。
人行「雙降」，利好了券商股及

內房股。有大行表示，「雙降」有
助釋放流動性，有利後市投資氣
氛，對券商股前景正面。銀河
(6881)急升5.5%，海通證券(6837)
升 3.3%，廣發(1776)及中信証券
(6030)升逾2%。
流動性增加，有利內地物業市場
交易，內房股也造好，中海外
(0688)升 1.2%，潤地(1109)、萬科
(2202)、綠城(3900)、金茂(0817)、
世房(0813)及龍湖(0960)升逾2%。
中海外早前分拆作介紹上市的中海
物業(2669)更大升27%。

息差恐受壓 內銀股近全線跌
不過，減息或令內銀息差進一步

受壓，內銀股近全線倒跌，中行
(3988)及交行(3328)跌 0.5%，工行
(1398)跌 0.2%。農行(1288)遭大和
降級至「跑輸大市」，股價跌
0.6%，信行(0998)跌0.8%。
藍籌股個別發展，長和(0001)跌

1.6%，拖累大市。港交所(0388)行
政總裁李小加預計，正在研究啟動
的「倫港通」需時半年至一年開
通，港交所股價跌0.5%。澳門經濟
財政司司長梁維特上周表示，未有
必要推出第二輪緊縮措施，消息刺
激濠賭股逆市向上，金沙(1928)升
2.5%，永利(1128)擴吸煙區的罷工
事件平息，亦升2%。

創板德萊曾飆23%收瀉71%
創業板半新股波動繼續嚇人，德

萊建業(8122)曾飆高過23%，破頂
高見7元，但其後又「插水」近
77%，見1.33元創新低，全日跌近
71%，是最大跌幅股份。另一隻半
新股立基工程 (8369) 則抽升近
24%，表現突出。與愛奇藝一起投
資電影業務的中國3D數碼(8078)昨
日復牌，股價曾飆升至一年高位
1.25元，全日急升36%收1.21元。

中銀料美本月不會加息

曾
俊
華
：
美
低
息
環
境
不
會
長
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萃華）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昨出席銀行公會活動時表示，市場未來亦
會是崎嶇不平的道路，預計波動會持續，又認
為美國聯儲局或不會於即將舉行議息會議宣佈
加息，但認為低息環境不會長期持續。
他表示，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較易受到外

圍因素影響，目前環球經濟不穩定，下半年市
場將繼續波動，他預計，今年本港GDP增長介
乎2%至3%。他表示，本港銀行體系穩健，資
本水平較國際標準高出一倍，即使目前環球市
場較為波動，亦未見流動性問題，他又補充，
未來數年將陸續推出針對《巴塞爾協定III》的
有關修訂法案，以規管銀行業資本，期望得到
業界支持。

將提交優化存保議案
另外，他又表示，將會向立法會提交優化存

款保障計劃的有關議案，冀未來可加快賠償的
發放時間，提升存戶和銀行業界信心。
曾俊華相信，國家結構性改革及開放資本賬

下，近日銀行間回購機制、兩地基金互認及
「滬港通」開通，均令人民幣的應用會愈趨廣

泛，預料本港將會有更多不同種類的人民幣投資產品。他
又指，香港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未來會積
極維持離岸中心的地位。

致力打擊洗黑錢活動
對於有不法之徒透過銀行洗黑錢，他表示，政府會致力

打擊洗黑錢活動，目前規範銀行需加強審查，了解客戶，
強調香港不容許洗黑錢活動，未來會做好稅收自動資料交
換等監控工作。至於金融科技有關的罪案，他指政府會提
供適合的環境發展金融科技，同時亦會做好管理工作，他
表示，支付系統的草案即將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偉聰）繼今年1月策略性
結束企業現金證券、證券研究及證券融資市場業務
後，渣打(2888)昨日宣佈，撤出本港股票衍生產品及
可換股債券業務，據聞牽涉裁員人數達40人。

仍有輪證705隻 將交易至最後
渣打宣佈退出輪場後，所發行的窩輪及牛熊證成
交即刻大幅萎縮。根據發行商資料，目前市面上仍
有538隻渣打窩輪及167隻渣打牛熊證可供交易，上
周五該些輪證仍錄得12.7億元成交，今日則跌至
2,841萬元，跌幅達到97.8%。近年至少已經有7間
大行已淡出輪證市場，包括大和、美銀美林、荷
合、花旗、蘇皇、巴克萊及德銀等。

渣打方面表示，即日起會分階段撤出股票衍生產
品及可換股債券業務，以確保渣打妥善地履行對客
戶、相應人士及市場的責任。該行會就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掛牌的認股證及牛熊證以及獨立的證券掛鈎
投資，向客戶及相應人士履行渣打的責任，並按照
所需的監管要求繼續提供流通量及履行對這些產品
的責任直至產品的最後交易日。

「小飛俠」林燕玲翁世權已離職
渣打表示，結束證券業務的決定，表明其致力重

新調配資源，好讓渣打可按客戶需要更有效率地提
供服務；同時於任何具競爭的環境下，有能力提供
領導市場的方案及在每個業務範疇上取得風險及回

報的平衡。
而渣打銀行股票結構性產品及認股證銷售主管翁世

權亦在facebook確認，因公司重整架構關係，即日起
已離開渣打銀行，所屬股票衍生產品部亦將逐漸結束
營運，感謝好友的關心。翁世權指，渣打衍生工具部
五年前由零開始，與同事們一點一滴地，打拚出一個
窩輪界奇蹟。今天，故事告一段落，能以前列市佔率
離場，無愧於心。有「小飛俠」之稱的股票衍生及中
介銷售部窩輪銷售董事林燕玲亦已離任。

港交所：有進有出顯市場活力
對於渣打撤出本港股票衍生產品及可換股債券業

務 ，港交所(0388) 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出席上市活
動時強調，本港認股權證市場整體清晰、穩定及透
明，當中不同結構性產品發行人有進有出，是有活
力的市場行為，而個別發行人有其自身發展計劃，
不會影響該市場運作。

渣打撤出輪證業務 傳裁40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訪英期間，在當地宣佈了多項合作計劃，其中包括
香港期交所與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等擬合作，建立
期交所與LME之間的互聯互通，被市場視為「倫港
通」，連接倫敦與香港的大宗商品市場。港交所
(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表示，「倫港通」的前期

準備工作已經開啟，他期望「倫港通」最終可使香
港，成為期貨商品交易中心。

與「滬港通」有三大分別
他認為，「倫港通」與「滬港通」有三大分別：

「滬港通」為現貨市場，「倫港通」則屬期貨市
場。其次，「滬港通」主要以內地流量為中心，
「倫港通」則以香港為中心，採用香港時間和香港
結算等措施。
最後，「滬港通」主要為已有的產品市場，「倫

港通」則屬空降產品。他指出，香港原新產品的發
展較慢，但收購LME後，沒理由不把相關的產品，
帶到來香港。

帶來新流量與發展空間
他表示，「倫港通」屬重要戰略，是「互聯互通」
的重要部分，認為現在是適當的引入時期，並指「倫
港通」會先開通「西向」，期後再開通「東向」。市

場屆時相信，商品市場的互聯互通，將涵蓋內地。
李小加認為，內地市場現在是休養生息，但對風

險較高的產品，例如期貨和國際市場的投資，仍有
強勁需求，並認為開通「倫港通」可帶來新流量和
新發展空間。
至於監管方面，他說「倫港通」需通過香港、倫
敦和歐盟三方面審批，歐盟方面審批時間較難估
計，料需時最少半年至一年，他期望有關進度會較
預期快。交易門檻方面，他指會跟「滬港通」一
樣，跟隨本地規則和習慣，而現時「滬港通」除企
業投資者外，亦有很多個人投資者，認為「倫港
通」亦不只限企業投資。
他相信，現時仍有很多沒有參與期貨市場的投資
者，認為當「倫港通」開通後，可吸納這批客戶，
有關的流量將會增大。
人民銀行「減息降準」，為市場繼續注入資金，

李小加認為，為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是好事，但他
不會評論對股市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萃華）美國周四將舉行議息會
議，中銀香港(2388)高級經濟研究員卓亮昨表示，美國復甦
期是戰後以來最長，相信目前已錯過最佳加息時間，加息
周期或難以成形，他認為今個月基本上不可能會加息。

錯失良機 加息周期難成
美國自2009年6月踏入復甦期，卓亮指，美國戰後正常
復甦期約58.4個月，而目前美國已踏入復甦期76個月是史
無前例，亦是戰後最弱的一次復甦，他指，未來加息亦有
機會在幾次加息後，就會迎來另一個經濟衰退期。
對於美聯儲議息會議，他認為美國於是次會議後加息的

機會極微，主要是因歐洲央行12月或會進一步擴大量寬，
若美國加息會令美元升值壓力增大。他又指，美國目前工
廠新訂單及製造業情況都表現疲弱，經濟數據亦未如理
想，認為美國正處於復甦期尾聲，加息機會正逐步收窄。

加息或待明春 幅度有限
他預計，聯儲局12月或會溫和地上調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區間0.25個百分點，取代直接上調聯邦基金利率，他認為
最可能加息時間是明年首季，但認為美國於復甦期尾聲才
加息，幅度亦不會太多。
至於本港樓市，他表示有留意本地樓市氣氛較弱，認為

多年來的低利率環境令樓價上漲，但同時港人供樓負擔的
能力亦正在惡化，他指，目前港人供款佔入息比率已是歷
史高位，相信目前的買家的購買力會較弱。

氣氛雖弱 港樓價不會大跌
但他補充，樓市氣氛雖弱，但樓價下跌的壓力不大，亦

未見有觸發點令樓市出現大跌，他認為，本港失業率低，
二手業主持貨能力強，加上加息步伐慢，對樓市的影響亦
有限，相信樓價明年只有單位數跌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摩根資
產管理昨發表的新一季度「投資者信心指
數」調查結果顯示，投資者的信心顯著下
跌，整體指數由上季度123點下跌至95
點，是自2009年第一季度以來首次跌破
100點。
調查發現，恒生指數分類指數跌幅最

大，按季急跌38點；香港投資市場氣氛和
投資組合價值則分別跌34點及32點，至
91點及96點；而香港經濟環境分類指數
由109點下跌至92點。

96%料恒指半年內難上24000
而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香港的股票市場

處於好淡爭持，市場仍會反覆上落，另有
44%投資者更認為熊市仍未完結，市場會
持續調整，而有96%投資者預計恒生指數
在未來6個月會處於24,000點或以下，
21%甚至預測恒生指數將回落到20,000點
或以下，反映市場彌漫悲觀情緒。
摩根資產管理私人銀行分銷業務副總裁

鄭曉薇表示，指數低於100表示投資者對

香港未來六個月投資市場感到悲觀，但因
調查於9月份進行，當時環球市場較為波
動，因為調查結果亦反映出投資者對未來
投資前景較悲觀，相信目前恒生指數已回
升至23,000點水平，投資者信心應較9月
份調查時高。

「雙降」利經濟 內地可「保7」
對於人行上周五宣佈「雙降」，摩根資
產管理環球市場策略師陸庭偉表示，人行
宣佈「雙降」是市場早已預計之事，但認
為要大概3至6個月後，減息及降準的措
施的功用才能市場反映出來，因此未必
能推動今季經濟增長，但相信今季內地

經濟會受房地產及基建帶動，相信減息
及降準可令內地全年經濟增長亦可「保
7」。

人幣未來仍有5%貶值空間
而人民幣方面，他指因短期中央希望人

民幣應納入SDR，因此短時間內人民幣貶
值的機會不大，但因日本及歐洲推行量
寬，令不少貸幣出現貶值，他認為，未來
人民幣仍有3%至5%的貶值空間。
另外他表示，近期的美國經濟數據雖然

較預期疲弱，但相信美國在國內經濟的帶
動下，中期前景依然強勁，他認為12月份
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摩根：港投資者信心海嘯後最低
■ 陸 庭 偉
(左)預料，
人 行 「 雙
降」成效需
要大概3至6
個月後才能
在市場反映
出來。旁為
鄭曉薇。
黃萃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央行上周五降息和降
準之後，人民幣兌美元即期昨小幅收
跌，交投情緒偏冷靜。交易員指出，
日內市場交投相對平穩，對「雙降」
的做空情緒被五中全會開幕對沖，另
外市場對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
（SDR）存樂觀預期，均助力匯價平
穩。
交易員指出，「雙降」令市場看貶

人民幣情緒持續，但央行入市干預以
及五中全會開幕限制 了人民幣跌勢，
離岸市場亦有所回升，但在岸和離岸

價差仍在400點左右，為套利活動提供
空間。短期人民幣料仍延續區間雙向
波動。

央行料維穩 續雙向波動
招商銀行同業金融總部高級分析師

劉東亮認為，「雙降」利空人民幣匯
率，人民幣未來貶值壓力依然較大，
預計短期央行仍可能會積極維穩，匯
率較大概率維持雙向波動，但中長期
而言，只要宏觀經濟不企穩，則人民
幣貶值的壓力就很難消失。

五中全會對沖 「雙降」衝擊人幣微

■■港股昨一度升港股昨一度升272272點點，，收市倒跌收市倒跌3535點點，，
成交額成交額736736億元億元。。 中新社中新社

■人行減息降準昨日生效，港兌換
店人民幣匯價微跌。 陳振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人行上周五再度減息及降

準，已經是連續三次的「雙降」，加上「五中全會」昨日起

召開，都刺激了歐美股市顯著造好，但對A股和港股的刺激

作用不大。滬指只升0.5%，港股高開272點後更全日倒跌

35點，收報23,116點。為遏止港元強勢，金管局再承接美

元沽盤，向市場注入31億元，使周三的銀行體系總結餘再

增至4,059.1億元。

■曾俊華稱，市場未來道路將崎嶇不平，預計波
動會持續。

■李小加稱，期望「倫港通」最終可使香港成為期
貨商品交易中心。 資料圖片

李小加：「倫港通」冀1年內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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