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行降目標價 長和系續捱沽

脫歐禍延全球 人幣急挫
中間價大跌599點子 在岸價見五年半新低

星展：人幣明年最壞見6.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英國脫歐拖累全球，不僅英

鎊匯率急挫，人民幣也慘遭池魚之殃。昨日人民幣中間價大

跌599點子，見6.6375；離岸市場更跌破6.68關口，傍晚6

時見6.6851的全日低位。中銀香港昨日公佈的牌價顯示，在

離岸市場，每100港元兌人民幣買入價為86.54，賣出價為

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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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昨日公佈的中間價為6.6375，
較上一交易日大幅調低599點子，下

調幅度達0.91%，不僅創去年「8·11新匯
改」之後單日最大降幅，中間價本身亦見
五年半新低。英鎊對人民幣中間價為
8.9194，比上一交易日暴跌6,705個點子。
即期人民幣匯率也隨之暴跌，其中離岸
CNH跌幅一度超過500點子，在岸CNY也
跌逾200點子，跟隨中間價見五年半新低。

CFETS人幣匯率指數創新低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上周人民幣匯
率三個指數全線下跌，其中CFETS人民幣
匯率指數較前一周環比跌0.55%至95.29，
繼續刷新該指數的紀錄新低，較2015年底
累計下跌5.6%。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進一
步轉弱，在岸CNY昨日上午10時已跌破
6.64關口，為2010年12月以來的五年半新
低。離岸CNH亦一路下瀉，連續跌穿
6.64、6.65、6.66、6.67和6.68關口，傍晚6
時見6.6851的全日低位。截至昨晚七點，
CNY和CNH分別報6.6494和6.6807，較前
一個交易日跌幅仍有逾200點子和400點
子。

離岸市場兌港元跌穿86水平
中銀香港昨日公佈的牌價顯示，在離岸
市場，每 100 港元兌人民幣買入價為
86.54，賣出價為85.68。
雖然人民幣創下罕見跌幅，但市場對此

已有預期。路透社報道稱，根據中國外匯
交易中心公佈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來測
算，人民幣中間價昨日料會開在6.6623元
附近，較前一個交易日下跌約847點子。但
最終人行公佈的中間價較該預測為高。

波幅不大 未引發恐慌購匯
有交易員指出，英國脫歐這一大地震之
後，人民幣中間價和即期價格雖然大幅下
跌，但波動幅度最大也不過1%左右，跟其
他新興市場貨幣相比，幅度算是比較平
穩，也沒有引發市場大幅度恐慌性購匯。
彭博引述德國商業銀行駐新加坡經濟學

家周浩表示，「今天的中間價無疑是在提
醒我們，市場將面臨更大的波動」。他進
一步指出，此次中間價降幅為去年8月「一
次性貶值」後最大，走勢與預期模型較一
致，這可能令希望中國央行進行某種形式
維穩的交易員有所失望。

野村：人幣貶值壓力將持續
野村駐香港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趙揚亦表

示，脫歐導致英鎊和歐元兌美元明顯貶
值，人民幣未來將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
他認為，如果中國央行要維持人民幣兌美
元穩定，則需要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升
值，這將對出口十分不利，相信中央政府
不願看到。趙揚又預計，人行將採取人民
幣兌一籃子貨幣維持小幅升值的策略，這
意味着年底人民幣兌美元會貶到6.9至7。

分析員點評人民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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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盪提供了「測試」中國央行態度的窗
口，從周一中間價的調整情況看，央行「定
力」較強，人民幣中間價定價規則逐漸透明化
對匯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匯率政策預期趨於
穩定。

本輪美元明顯走強而人民幣未出現年初的恐
慌性下挫，主要是由於央行加強了預期管理和
市場溝通，並不時調控人民幣中間價幅度。空
頭看空不敢肆意做空，預計年內人民幣兌美元
穩中偏弱，預計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今年底貶至
6.7。

我們此前預測中國年內無需降息、降準1
次，是基於英國不退歐、聯儲會加息1次的前
提。從當前形勢看，該基準預測大體合理，但
降準多次甚至降息的概率增加。面對外部風
險，中國需要穩定國內需求，包括加大財政政
策支持力度，增加對基建投資支持。

歐盟國家在中國貿易總量中佔比較大，歐元
加速貶值將影響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從而有損
中國實體經濟；預測年底人民幣兌美元會貶到
6.9至7，如此可兌一籃子貨幣維持小幅升值。

大行在英決定脫歐後
降長和目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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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記者 周紹基

投資評級

信貸評級A3，
評級展望穩定

「增持」降至
「與大市同步」

「買入」降至
「中性」

「買入」下調至
「跑輸大市」

維持「買入」

重申「買入」

目標價

（不適用）

102元降至94元

121元降至94元

112元降至88元

120元降至99元

118元降至98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實習記
者盧海濤）人民幣連續兩個交易日大跌，
星展銀行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師梁兆基昨
於記者會表示，英國脫歐對中國有利，人
民幣可以有秩序地貶值，保持彈性應對世
界經濟下行的風險。該行經濟師周洪禮
指，人民幣第三季目標是6.59，年底目標價
是6.64，現時人民幣的下行波幅區間到達
6.7，但若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緊絀等最壞
情況出現，明年第二季有機會貶至6.9。

或出現「明貶實升」格局
梁兆基表示，總體來看脫歐對中國有利，
面對世界經濟下行，人民幣匯價需要更靈
活，脫歐後不少國家貨幣都不穩定且呈現貶

值下滑趨勢，中國讓人民幣走貶再不會是焦
點所在，不會引發去年和今年初因人民幣下
跌而出現的市場波動。另一方面，由於中國
與英國貿易佔比不大，所以脫歐不會給中國
的經濟帶來太多直接的影響。
周洪禮認為人民幣不會大幅貶值，因為
脫歐對人民幣影響較小，而過去大半年沒
有大量熱錢進入中國，不會出現大量資金
外流，此外大型企業已償還大部分美元債
或作好對沖準備。不過因為中國自身問題
如產能過剩、經濟未見底，人民幣仍有貶
值壓力。他預料人民幣會出現「明貶實
升」的格局，雖然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但
對其他一籃子貨幣的匯價上升，人民幣指
數會由現時95反彈至98。

經濟料下行 惟難望減息降準
面對中國近期經濟走勢，梁兆基認為不容

樂觀，中國經濟尚未走至L型走勢的底部，
經濟增速有下滑風險。雖然過去央行持續
「印銀紙」，但私人投資每年增長由2011年
的約30%跌至最近的約3%，資金落不到實
體經濟，只令京滬廣深的樓市和地價上升，
提升不到生產力。製造業投資一直下跌，單
靠某類型的服務業增長也不足以支持整個經
濟。目前中國面臨結構性的問題，貨幣政策
失去能力，財政政策實行困難，匯率亦不能
如其他國家貶值，故經濟下行必需以經濟改
革解決，不會在短時間有效果。他認為央行
威力不及以前，預計未來人民銀行不會再降
息降準解決經濟問題。

琥珀教育：港人查詢英升學增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上周五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終於出爐，「黑天鵝」
的出現，令全球匯市大動盪。英鎊兌美元
匯率自上周直線下跌後，昨繼續下試低
位，下午6時左右英鎊兌美元為1.3224，
下跌約3.3%，創超過31年新低。英鎊大
跌，精明的港人看準機會，四出物色全城
最抵價，有升學顧問和地產代理均表示，
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後，多了人查詢有關英
國的詳情。
今屆DSE考生成績於下月13日放榜，

不少學生和家長都正搜集海外升學資訊，
作兩手準備。英國決定脫歐，英鎊下跌，
為部分學生和家長帶來一個非常吸引的選
擇。

港留學生獲英工作機會增
琥珀教育行政總裁李植寧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自從上周五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
爐後，公司收到很多人查詢英國升學的詳

情，查詢電話較早前多了至少三成，預料
未來會持續增加。他表示，由於英鎊匯率
下跌，今年去英國留學是「相當之抵」。
對於英國脫離歐盟，李植寧認為不會令

英國大學的吸引力減少，相信英國多年建
立的教育產業不會受脫歐影響。反而，以
往歐盟學生在英國讀書可以申請學生貸
款，而畢業後欠債並離開英國的人數不
少，脫歐後可能會為英國減少一部分財政
負擔。至於脫歐後，香港留學生在英國甚
至可能有較大機會取得工作機會，因為以
往較熱門的職位大多都是由東盟學生擔
任。

中原：查詢英物業多3倍
中原地產及美聯物業均於過去周六、日

分別舉行英國樓盤展銷會，兩間地產代理
表示，脫歐公投結果有一定刺激作用，市
民對樓盤查詢量不少。中原地產項目部
（中國及海外物業）項目總監羅顯桂表

示，代理位於倫敦「Aykon London
One」的項目，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後，市
民查詢量比之前多3倍，買家大多作自住
及中長線投資。有市民見英鎊跌，特意查
詢樓盤優惠，但發展商仍然保持原價，亦
未有推優惠。
他認為，短期內英國的黃金地段及豪宅

區二手成交或會減少，因為業主和買家雙
方預期有落差；在倫敦，由於地段貴，加
上供應量少，暫時亦未見有樓盤優惠。
美聯物業則代理利物浦中心區項目

「60 Old Hall Street」，高級董事（企業
拓展）謝梓旻表示，周六的參觀人數較
周日多，惟暫時以查詢為主。他表示，
市民暫時仍抱觀望態度，留意英鎊走
勢。
被問到英國樓價會否因為脫離歐盟而有

下跌趨勢，謝梓旻指，香港人大多受英國
的法律及教育制度所吸引，相信該些因素
不會因為脫歐而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英國決
定脫歐後，震撼全球，港股昨日繼續下
跌，特別在英國有大量業務的企業最
傷。當中例如長和(0001)，雖然評級機構
穆迪表示，英國脫歐不會影響長和的信
貸評級，但有幾間大型投行都調低該公
司的目標價。這使長和股價昨日再挫
4%，長建(1038)跌 4.9%，拖低港股表
現。恒指昨跌31點報20,227點，成交
631億元。

英業務恐受經濟轉差拖累
長和系在英國擁有大量投資，其系內

表現一直被市場視為今次英國脫歐的重
要指標。穆迪表示，長和現有信貸評級
仍是A3，評級展望穩定。穆迪說，英國
是集團盈利的重要來源，英國脫歐對長

和屬負面因素，但長和集團的英國業務
穩定，能減少脫歐為公司營運帶來的宏
觀風險。
目前，英國業務佔長和收入及EBIT-

DA為21%及34%，但大部分來自穩定的
基建及電訊業務。至於碼頭及零售業務
仍穩健，但隨着英國宏觀經濟環境整體
轉差，有關業務較長期可能受影響。

英鎊貶值憂影響長和業績
至於英鎊潛在貶值，穆迪同意可能對

長和業績有影響，但相信淨貨幣風險仍
然可控。按去年業績，若英鎊貶值
10%，長和以港元計算的EBITDA將下
跌3%，但截至去年底，長和總負債有
25%以英鎊計價。此外，同系的電能
(0006)跌2.6%，長實地產(1113)跌1.6%。

北水續湧港 大市力守二萬
亞洲股市方面，部分股市已見回升，

日股大幅回升2.4%，澳洲股市升0.5%，
韓股及印度股市也見回升。A股亦高

收，滬指升1.5%，深成指更急升2.3%，
帶動國指倒升0.4%報8,567點。獨立股
評人陳永陸表示，港股上周五在英國公
投結果公佈後，由下跌超過1,200點，到
最後只跌逾600點，或多或少顯示短期
震盪已反映，使本屬便宜的港股，低位
出現承接力，昨日港股仍然企穩2萬點
之上。
北水繼續掃貨，港股通每日額度餘額

65.03億元人民幣，用了近40億元人民
幣，為今年第二高。

公用股標青 金礦股續受捧
除長和系外，匯控(0005)及渣打(2888)
繼續下跌，匯控跌1.7%，渣打跌1%，保
誠(2378)更急挫5.1%。中資股造好支持大
市，中移動(0941)及工行(1398)均升逾
2%。另外，資金流入公用股，領展(0823)
等避險股受捧，領展創51.8元一年新高，
收市51.65元，全日升近4%。金礦股同
樣報捷，紫金(2899)升2.4%，靈寶(3330)
漲逾半成，招金(1818)也升3.6%。

■梁兆基(左)認為，英國脫歐對中國有利，
人民幣可以有秩序地貶值。旁為周洪禮。

張偉民 攝

中資銀行業：港人幣業務逢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實習
記者 盧海濤） 身兼中銀香港（2388）董
事會秘書的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副會長兼
秘書長陳振英昨於協會成立典禮後表示，
倫敦作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英國脫
歐難免會對它的金融地位帶來挑戰，但對
香港來說則是機遇。

陳振英認為脫歐對英鎊帶來波動，甚或
令英國有衰退風險，但英國和香港互相往
來的金額不太高，對香港直接影響輕微，
但如果本國經濟若受到負面影響，則會減
少在港投資甚至裁員，間接影響還需要觀
察。不過，香港作為金融中心，脫歐對離
岸人民幣中心業務反而是機遇。

入SDR後需求增 人幣長遠看好
對於人民幣走勢，陳振英表示長遠看好

人民幣，雖然在去年匯改後人民幣波幅擴
大，不過隨着今年10月人民幣將正式成為
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很多央行和
超主權基金需要買入人民幣作儲備貨幣，
對人民幣的需求會上升，有助穩定匯價。
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昨舉行成立典禮，

陳振英指，協會以中資銀行為背景，會將
重點放在配合中國的發展戰略，例如參與
「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融資、「十三
五」規劃項目、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等。
同時，協會也積極幫助「走出去」的中資
企業，與外資合作提供綜合服務。對於中
資銀行是否會利用其職權而藐視並破壞商
業競爭的質疑，陳振英表示，協會不會是
銀行濫用職權的平台，而是從業務方面努
力令香港金融業得益。

■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昨舉行成立典禮，圖為特首梁振英頒發委任狀予會長岳毅
(左)。 實習記者盧海濤攝

■港股昨一度跌290點，收挫31點，成交631
億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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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近
日 持 續 貶
值，本港找
換店的人民
幣兌換價亦
下跌。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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