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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通推港澳台櫃員機跨境提款

港股成交淡 觀望「入摩」揭盅
4日累跌近千點 重磅消息湧至 後市更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連跌第四日，累跌

941點，主要因投資氣氛未改善，MSCI新興市場指數會

否納入A股，將於今日公佈，投資者亦關注美國議息會議

後的聲明，令市場買賣兩閒，在全日536億元低成交下，

港股收報20,387點，再跌125點。分析師認為，今個月有

太多具「殺傷力」的事件將公佈，好友淡友也暫時離場觀

望，一旦得出結果，「勝者」將瘋狂入市，大市屆時將出

現單邊走勢，目前大市可謂處於「一觸即發」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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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金融推介8隻股票
名稱 股號 買入理由 目標價(元)

安踏體育 2020 國家政策會扶持體育事業 16.5

百富環球 0327 產品在成熟、新興市場均有較大佔有率 6.88

科通芯城 0400 新科技股，發展潛力大 14.2

瑞聲科技 2018 屬科技領先範疇 68.95

耐世特 1316 技術領先，與全球汽車公司有合作 8.2

長和 0001 多元化，較保守 102.3

中銀航空租賃 2588 管理團隊國際化，競爭力強 43.0

中國銀河 6881 潛力大、防守力高的券商 7.01

資料來源：新鴻基金融 製表：記者 周曉菁

新鴻基金融下半年預測撮要
■環球經濟將平穩增長，中國經濟亦可望維持穩定發展，印度或成為全球

經濟增速最快的主要國家，美國最快於9月加息，日本有機會於7月加推

量寬

■看好股市尤以亞洲區投資前景較佳

■恒指目標為22,800點，國企指數目標為9,800點，上證綜合指數目標為

3,400點

■港股三大投資主題：（1）消費升級，（2）工業轉型，（3）資金南下

■環球政局不明朗局限各地股市表現，資產價格波動性持續高企

■左起：臺灣銀行總經理蕭長瑞、台灣財金公司總經理林孟津、董事長趙揚清、台灣金管會副
主任委員桂先農、台灣中央銀行副總裁楊金龍、台灣銀行公會暨臺灣銀行理事長/董事長李紀
珠、銀通公司行政總裁蔡炳中及中銀香港副總經理馮燕芬於台灣出席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銀聯通寶昨宣佈與台灣財
金公司、中銀香港(2388)和臺灣銀行簽訂合
作備忘錄，讓台港澳人士在三地的自動櫃員
機進行跨境提款。中銀香港及臺灣銀行分別
擔任港澳及台灣地區跨境提款服務的結算代

理銀行。

銀通中銀台財金臺銀合推
計劃的第一階段預計於今年年底推出，

屆時訪港澳的台灣人士可使用台灣發卡銀

行發出的金融卡於港澳的銀通自動櫃
員機進行提款和查詢結餘。首批參與
銀行是中銀香港及東亞銀行，合共超
過300部的自動櫃員機。全台灣20家
銀行參與計劃，包括臺灣銀行、臺灣
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國泰
世華銀行及玉山銀行等，合共逾
5,000萬張金融卡持卡人可使用此服
務。

計劃今明年分兩階段實行
第二階段將於2017年實行，屆時銀

通會員銀行的提款卡持卡人到訪台灣
時，可於台灣境內附設「銀通」標誌
的銀行自動櫃員機進行提款和查詢結
餘。
銀通行政總裁蔡炳中表示，是次合

作計劃代表着台港澳在跨境提款服務
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說，台灣旅客
是第二大的訪港旅客組別，每年的訪

港台灣旅客均超過200多萬人次。今次與
財金公司合作，開通台港澳的自動櫃員機
跨境提款服務，為銀行創造更大經濟效
益，亦為台港澳旅客帶來另一個更實惠的
選擇。

市場對英國脫歐憂慮未除，歐股開市
後，匯控(0005)及渣打(2888)沽壓再

增，前者挫1.4%，渣打報跌2.6%。第一
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在MSCI公
佈結果前，市場已見有鎖定倉位的操
作，加上英國脫歐公投，令市場避險情
緒急速升溫，觸發全球股市同步下跌，
也加劇了港股的壓力。

大市走勢弱 不宜過分進取
目前港股已重拾弱勢，短期焦點放在本
周三的「A股入摩」，以及本周四的美國
議息結果，但在脫歐公投的不明朗因素未
能消除前，他建議股民要繼續控制倉位，
做好風險控制，暫時不宜過分進取。
宏觀經濟方面，內地近期的經濟數據
未見有大起色，加上人民幣兌美元的貶
值壓力再現，在岸人民幣最新報1美元兌
6.5931人民幣，如果進一步突破6.60整
數關口，對市場氣氛或有所衝擊。

國指跌36點報8,583點，即月期指收
20,180點，跌198點，低水207點。藍籌
股普遍向下，周一逆市升的領展(0823)及
聯想(0992)追回跌幅，聯想全日跌3.7%，
成表現最差藍籌，領展則跌2.3%，終止
六連升。

內銀逆市升 A股ETF偷步炒
內銀股卻逆市上升，四大銀行全部高

收。油價回軟，國泰(0293)升0.7%，已經
是藍籌中表現最佳。A股「入摩」即將揭
盅，雖然市場認為機會只有「五五
波」，但有資金偷步炒高A股ETF，例
如南方A50(2822)與安碩A50(2823)齊逆市
升近1%。
瑞聲(2018)早前幾乎日日破頂，昨日被
大摩選做行業首選，目標價上調至80元，
令瑞聲升近2%。Apple Pay終於登陸本
港，刺激一眾支付股，百富環球(0327)升
近3%，高陽科技(0818)升近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A股能否
獲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結果將於今日
凌晨揭曉，昨日滬指尾盤10分鐘強勢走高，
同時，新加坡富時中國A50期貨在內地及本
港股市收市後暴漲逾1%。有消息稱，A股
「入摩」的利好消息被提前洩露，令有資金
在場外市場大手押注，買入A50指數期貨。

持倉暴增 情況不尋常
但除了新加坡富時中國A50期貨的指數上

升外，其持倉也見暴增。有媒體表示，「國

際大鱷」索羅斯旗下在港的分支機構，過去
約3個月增加多名「好手」。除增派人手
外，新加坡富時中國A50期指的未平倉合
約，至5月30日不尋常地暴增至逾50萬張。
來自對沖基金方面的消息稱，流入新加坡

A50期指的資金，包括了索羅斯的駐港基
金，希望借新加坡A50期指對沖下跌風險。

滬指尾市10分鐘突走強
外電報道指，滬指在昨日尾市的10分鐘

突然走強，已經使市場人士關注有否「春江

鴨」預先知道A股「入摩」的結果，故追入
買貨。結果買盤一直延至新加坡的中國A50
期貨，盤中大漲逾1%，但港股夜期仍續跌
46點，沒見到資金流入的跡象。
也有市場人士分析指，A50指數期貨在周

一曾大跌3.3%，故昨日小幅反彈亦是正
常。他預計，A50指數期貨6月份主力合約
到期日漸近，期貨合約貼水縮小，也是昨日
上漲的因素之一。另外，從技術分析角度
看，A50指數漲勢並非特別強勁，目前遇上
成交密集區和短期阻力位。

星A50期貨急升 或春江鴨掃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受英國
可能脫歐等市場不明朗因素影響，近期
本港股市動盪不安，投資者普遍持觀望
態度。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
於昨日記者會上預測，未來兩周恒指將
會在19,800點至20,100點區間內徘徊，
他並將今年底恒指目標，由24,000點下
調至22,800點。

恒指至年底潛在升幅縮至12%
新鴻基金融預計，下半年港股或於大
型橫行區間內上下震盪，走勢呈現「升
跌升」之形態，並預計國企指數目標為
9,800 點，上證綜合指數目標為 3,400
點。2016年港股投資主題將圍繞消費升
級、工業轉型及資金南下，投資機遇料
集中於內地體育、電子消費及互聯網支
付、高端製造、券商以及個別估值吸引
的股份。
以昨日恒指20,387點、國指8,583點及

上證綜合指數2,842點計，相較於新鴻基

金融的預測，分別有
11.84% 、 14.18% 及
19.63%的上升空間。
溫傑形容，香港上半年
股市表現可用「乏善可
陳」來概括，中國經濟增
長逐漸放緩衝擊投資者積
極性，而英國可能脫歐、
美聯儲加息、美國總統大
選等因素亦影響成熟金融
市場的穩定，下半年投資
者可「向外走」，尋求更
多的投資機遇。

投資者可「向外走」分散風險
他建議，因時下世界工廠大轉移，首

先可留意東盟（ASEAN）及印度的投資
機遇，「印度目前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
的國家，其SENSEX指數維持在29,000
點，擁有約9%的上升空間」。其次，下
半年投資部署注重分散，考慮到資產價
格或持續反覆，投資者可分散投資減風
險，透過投資亞洲高息債券及黃金，在
波動市況中成功增值。

A股倘入摩 聯動效應利港股
MSCI香港時間今晨會公佈市場分類

檢討結果，溫傑指出，A股若被納入
MSCI 指數，受聯動效應港股亦將向
好。但認為即便A股不被納入MSCI指
數，「深港通」仍會如常開通，港股一
定從中受益頗多。他估計「深港通」會
於6月至7月間公佈，到第三季度時正
式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評級機構
惠譽發表報告，指經濟增長疲弱、經濟政策
不確定，以及投資者失去信心等，可能令到
內地資本外流規模多過預期，導致人民幣有
貶值壓力，惠譽又指，若人民幣急劇貶值，
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該行認
為，內地政府要決定結構性改革的步伐，以
及管理經濟增長放緩的步伐。
另外，該行又指，今年首季受農曆新年的

季節性因素所制約，中國結構性融資市場規
模有957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僅增長
46%，較以往疲弱。

首季結構性融資規模增46%
惠譽評級資產證券化董事陳玉慧表示，在

957億元的發行規模之中，有53%是在中證
監的資產支持計劃(ABSP)下發行，發行量按
年增長239%，但透過人行及中銀監主導的

信貸資產證券化(CAS)下，發行的規模則下
跌11%，主要抵押貸款證券(CLO)發行量下
跌。她指出，今年首季內地有283億元抵押
貸款證券發行，數量較去年同期的422億元
大幅減少三成。
另外，今年首季住房按揭貸款證券(RMBS)

增長平穩。4宗住房按揭證券發行規模達548
億元，按年增長74%，其中3宗交易來自住房
公積金，另1宗來自順德農村商業銀行。她又
特別指出，汽車貸款支援證券(Auto ABS)沒
有惡化趨勢，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放慢，但不
預期累積違約比率會超過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據《彭
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計劃本月向港交所(0388)提交IPO申請。其
中一名知情人士稱，該公司可能最早本周提
交申請，或籌資80億美元(約624億港元)左
右，有望成為今年全球最大規模的IPO。該
行不予置評。據稱該行已選定5家投行安排
香港IPO事宜。
據其官網顯示，截至2015年9月末，郵
儲銀行擁有營業網點超過4萬個，打造了包
括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電視銀

行、微博銀行、微信銀行和易信銀行在內的
電子金融服務網絡，服務客戶近5億人；資
產總額近6.8萬億元人民幣，信貸資產不良
率為0.82%。

綠城服務擬港上市籌15.6億
另外，據外電獲得合約細則指，綠城中國

(3900)主席宋衛平旗下物業管理公司綠城服
務擬通過本港上市集資最多2億美元(約15.6
億港元)，基本發行股份約6.67億股，並已
啟動投資者教育。上市所得資金將用於收購

物業管理公司、償還貸款、營運資金和一般
公司用途。

數字視頻今起招股集資4億
市場消息透露，中國數字視頻(8280)將於
今日起招股，本月27日到創業板上市。該
公司招股價介乎2.57元，擬發行1.55億新
股，其中 1.395 億股(90% )為國際配售，
1,550萬股(10%)為公開發售，集資3.98億
元，保薦人為富瑞，安排行有平安證券(香
港)。

新鴻基金融：港股目標降至22800

郵儲行傳周內交IPO申請籌624億

■溫傑(右)預
測，未來兩
周恒指將會
在19,800點
至20,100點
區 間 內 徘
徊。
周曉菁 攝

惠譽：走資增人幣貶值壓力

■港股連跌四日，昨挫125點，成交縮至536億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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