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士余：上海在加快滬倫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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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底耶倫於
Jackson Hole 全球
央行會議上發言
後，美國加息預期
升溫。美國十年期

長債收益率及美匯指數一度升越
1.6%及96.00。由於持有貴金屬
沒有利息，故有關資產價格對息
率走勢較為敏感，尤其是實質利
率。但綜觀耶倫是次言論，不難
看出其對9月份應否加息仍作猶
疑。否則不會在整個演詞中獨欠
「9月或短期內加息」等字眼，
須副主席費希爾稍後才作補充。
再加上其他鷹派官員言論，予人
強烈感覺為美聯儲不欲被市場過
分看淡其加息前景，最終擾亂未
來加息步伐，因而作出上述加息
暗示。事實上，從聯儲局7月份
會議記錄看出，局內對短期內作
出加息看法仍見分歧，相信在短
短一個多月時間內難以消除。

美短期難大幅推升利率
此外，現時環球幣貨政策仍偏

向寬鬆，美聯儲若獨自行動，於
貨幣政策分歧美元走強下，勢將
削弱當地出口企業競爭力及信
心，最終拖累經濟增長。至於其
他溢出效應對各國經濟所產生的
影響，仍將難以估計，成為另一
拖累環球經濟的不明朗因素。加
上，美國上半年GDP只有約1%
增長及現時環球長債收益率嚴重
偏低或負數等大環境下，料美國
暫沒條件於短短3個月內作兩次
加息。事實上，截至9月9日美國
利率期貨價格變動顯示， 9月加
息機率只有28%，而至12月份機

率則為58.5%。反映市場普遍認
為美聯儲年底前會加息一次。如
美國未來採取循序漸進的加息步
伐，料在當地較低通脹環境下，
難以短期內大幅推升實質利率。

關注歐盟瓦解風險增
近期市場普遍認為英國公投

意外脫歐後，有關經濟衝擊似
乎暫只限於英國，對全球影響
確實比市場最初預期為少。加
上，上半年金價大漲，飾金需
求進一步下降等因素，短期限
制了黃金升勢。惟市場普遍認
為英國脫歐公投後，歐盟各國
反歐情緒或將為歐盟瓦解埋下
伏線。市場近期較為聚焦於意
大利政府將於11月份舉行的修
憲公投，一旦修憲失敗，現任
政府或將面對下台風險，最壞
情況下，當地民粹主義政黨抬
頭並發起類似脫歐公投，屆時
歐盟瓦解風險將增加。

歐元前景黯淡令市場開始對
全球第二大貨幣歐元不信任
時，相信黃金將能充分發揮其
避險功能。除上述事件外，環
球債券收益率持續偏低或現負
數、11月份美國總統大選、中
國經濟增長放緩及明年歐洲多
國將舉行大選等，均有利金價
走勢。據現時美國商品期貨交
易委員會資料顯示，黃金投機
性期貨淨持倉仍居高不下，預
示市場仍看好黃金前景。筆者
維持年底金價預測1,400美元/
安士。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

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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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息魔殺到 港股勢受挫
恒指或低開逾400點 23600支持臨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正當市場估計聯儲局未敢於9月加息之際，有鴿派色彩的波士頓聯

儲銀行行長羅森格倫上周警告再不加息將太遲，令加息預期又再回升，道指與標普500同創英國

「脫歐」以來的最大跌幅，「恐慌指數」VIX也抽升近四成，令在美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大跌，相信

今日恒指或低開逾400點至450點。有外匯人士認為，歐洲央行決定按兵不動，既不減息，又不進

一步量寬，暗示美國有可能於本月加息，投資者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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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期貨顯示，聯儲局本月加息機會
率，已由上周三的 22%，回升至

30%，年底前加息機會亦由 51.5%升至
60.4%，導致全周計，道指、標指和納指皆
挫逾2%。路透社的調查顯示，在14家受訪
的大行中，共有13家預期美國今年內會加
息0.25%，當中高盛、法巴和法國興業更認
為聯儲局最快於9月加息。

高盛：9月加息機會達55%
高盛首席經濟師哈祖斯直言，9月加息的
機會達到55%，因為聯儲局主席耶倫說了經
濟復甦已上軌道，8月的非農數據其實不算
太差，另外，聯儲局副主席費希爾已講明9
月加息大門已開啟。而一直屬「鴿派」的波
士頓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羅森格倫更警告，指
太久才加息，有導致美國經濟過熱的風險，
威脅到金融穩定。由於羅森格倫擁有加息與
否的投票權，其言論的轉變，被投資者解讀
為美國很有可能在9月加息。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認為，其實美
國早已有條件加息，只不過羅森格倫的言
論，又再令加息預期升溫。他指出， 美股
對加息與否的反應似乎過大，不排除資金借
口獲利回吐，但本周港股難免低開。

他預期，由於24,000點的熊證重
貨區已升穿，料恒指下一步會先回
落23,600點這個技術支持位。但他
指，由於內地資金持續湧入，若
「港股通」交易持續活躍，即使港
股調整，其幅度亦有限。
銀河證券業務發展董事羅尚沛亦稱，

以美股及港股ADR的表現，今日股市
可能低開500點至600點，他又稱，美
國是有必要及有條件在9月加息。

市場避險港股暫難有運行
有基金經理表示，美國9月一旦加

息，會被市場當中一部分人視為「爆
冷」，市場料會有頗大的波動，這又
引發了基金經理會預先做避險，將持
續打壓這兩周的港股。他說，歐央行上周四
未有延長買債期限，甚至沒有討論這個議
題，令市場大為意外，預計G20峰會上，各
國可能已有所共識，暫停加大貨幣供應，以
配合美國9月的加息，否則單是美元獨強，
對美國經濟有很大的損害。
事實上，日本央行上次議息會議，也沒有
「加碼」放水，行長黑田東彥上次演說時，
也少有論及刺激措施，與此同時，內地人民

幣匯率也見回升。在剛結束的G20峰會
上，各國也達成共識，不以競爭為目的去將
貨幣貶值。再加上聯儲局官員「鴿轉鷹」的
講話，觸動了敏感的投資者。
港股的ADR隨美股大跌，中移動(0941)

ADR較港股跌 2.4%，中海油(0883)跌逾
3%，中石油(0857)更跌3.2%。另外，工行
(1398)、中行(3988)及騰訊(0700)在場外交易
也跌近2%。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
馬雲昨日出席第十三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時表示，阿里巴
巴將擴大在東盟地區的投資和發展。

參與當地中小企和年輕人發展
據新華社報道，馬雲說，中國和東盟之間
的貿易25年增長近60倍，這意味着這個區
域有成千上萬的創業者、企業、就業崗位和
社會的巨大進步，阿里巴巴也是這60倍增
長中的受益者之一。「阿里巴巴將把握這個
偉大的機遇和擔當，擴大在東盟地區的投資
和發展，參與當地的中小企業和年輕人的發
展。」

他表示，網絡技術革命釋放了大腦，數據
將成為核心資源。網絡技術革命帶來了新的
技術、新的製造、新的金融、新的物流和新
的生活方式。新技術將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
令人難以想像的跨越式發展。
「我相信數據時代的機遇，發展中國家
最有機會把握。因為在IT時代我們的IT技
術落後於發達國家，但是在電子商務，我
相信能夠在東盟經濟的促進下，在將來起
到關鍵性的作用。」馬雲說，相信接下來
的全球機遇屬於發展中國家，只要我們願
意開放，願意進行更加公平自由的貿易，
相信普惠全球化將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
祉。

馬雲：阿里將擴大東盟投資

■馬雲昨日出席第十三屆中國－東盟博覽
會、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大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中國證監
會主席劉士余上周六出席上交所會員大會
時，用「五個堅持」表明證監會對市場的監
管決心，指出任何時候都應堅持依法從嚴全
面監管理念，絕不手軟，且堅持守住不發生
系統性風險的基本底線。另外，他又表示，
上海也在加快滬倫通研究。
據內地傳媒報道，劉士余在會上指出，要
始終堅持把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放在突出
地位，保護好中小型投資者交易參與者的投
資權益，「這是中國證監會的使命，也是中

國證監會反覆強調的事」；改革方面，要堅
持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改革方向，金
融市場改革的步伐不能停，市場化的方向不
能變，法制化的原則不能變。此外，要堅持
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宗旨，若在資本市
場和固定市場之間來回倒騰，始終進不到實
體經濟，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情況。同時，證
券市場發展必須牢固樹立宏觀意識，堅持不
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基本理念。
在內地券商行業競爭力上，劉士余以銀

行業和保險業作為類比，指出在國際舞台

中，證券行業缺少銀行業與保險業中的傑
出代表，「社會賦予了我們這個行業是最
具競爭力的，但相對於中國的銀行業、保
險業，在國際競爭力方面，我們是比較弱
的」。他呼籲券商在開放的使命上、在國
際競爭力的提升上，要「不忘初心，不負
時代」。

籲券商提升國際競爭力
關於券商行業的未來發展，劉士余在現場

點名了中信証券、中金證券與海通證券等，
表示其「要加油，要捨得花點錢，引進點人
才」，一個人也好、一個行業也好，如果沒
有點夢想，沒有點追求沒有點情懷，也走不
遠。他表示，證監會、交易所、券商、投行
等要一起努力，舉全行業之力，在國際上打
出一條路來。
深港通開通在即，劉士余指上海也在加快
滬倫通研究，他並未透露相關的研究進展。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早前已經表明，上海證
交所和倫敦證交所已就滬倫通開展可行性研
究，有良好進展。

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匯控(0005)

國壽(2628)

中移動(0941)

中石化(0386)

聯通(0762)

中海油(0883)

中石油(0857)

騰訊(0700)OTC

工行(1398)OTC

中行(3988)OTC

ADR於美國
收報(港元)

59.23

21.19

95.65

5.43

9.15

9.39

5.05

209.60

4.96

3.65

較上周五港股
變化(%)

-0.95

-0.97

-2.40

-2.47

-2.60

-3.06

-3.24

-1.97

-1.96

-1.99

中證監在監管方向上的五個堅持
1、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依法從嚴全面監管的理念

2、堅持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基本理念

3、堅持把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放在突出地位，保護好中小型投資者交易參與者的投
資權益

4、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改革方向

5、堅持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金管局
近日發佈關於銀行應如何處理客戶開戶
的指引，候任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
回應指，這是一件好事。銀行一定會遵
守相關的指引，亦深信銀行可按指引的
要求執行。他指出，銀行界過去一直按
照「公平待客」的原則服務客戶，不會
針對某類客戶刻意刁難。

稱金管局推新開戶指引是好事
陳振英表示，從業務發展角度看，銀
行歡迎可以為更多、更廣泛的客戶提供
服務。開戶是銀行與客戶產生交易和處
理業務的起點，每一家銀行都會全力以
赴去做。只是現今企業開戶規定較以往
確實存在較大差異，對於跨國業務的銀
行來說，規定可能更為複雜。
按國際對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的要求，銀行對處理新户口申請方
面必須非常小心。他指，自本港於2012
年防洗錢條例立法後，客戶盡職審查要
求已「刑事化」，用意是確保香港的防
洗錢法律法規，能夠符合國際水平，防
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被濫用為國際洗錢

的平台，但同時亦對銀行及員工提出更
嚴格的工作要求。
他透露，現時企業開戶的手續，已增
加了不少新環節，包括需要提供更多開
戶者董事和股東背景、資金來源、交易
對手等資料，無論銀行和客戶雙方，都
需要時間去適應這些新規定。
至於未能成功開戶的個案，陳振英相
信，很多時是在於溝通不足及處理方式
上的誤解。金管局發出的指引，表明銀
行的審查標準不應「一刀切」，又強調
風險為本的監管原則不等於「零風
險」，相信銀行可參照指引做好內部程
序的梳理和對員工的培訓。
他更認為，更重要的是銀行要進一步

優化與客戶的溝通方式，透過不同的渠
道，包括投資推廣署、網頁、查詢熱
線或研究中的開戶中介平台等，提高開
戶要求的透明度，並確保客戶了解銀行
盡職審查程序的要求，提供方便查詢途
徑讓客戶掌握申請進度等。
與此同時，如客戶能在清楚開戶的

規定後，配合盡早提供資料和回應提
問、料開戶問題將會逐步得到改善。

陳振英：銀行不會針對某類客戶

■受聯儲局短期加息機會提升拖累，美股三大指數上周五均挫逾2%，料對今日復市的港股
構成較大的沽壓。 資料圖片

星美文化旅遊獲母增持至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星美文
化旅遊（2366）宣佈，獲母公司星美控
股（0198）增持股份至佔公司已發行股
本約32.59%。
根據要約，星美控股將以股份要約價

0.80 元，較停牌前收市價0.7元溢價約
14.29%，最高現金代價約 6.74億元，全

面收購星美文化旅遊。
星美文化旅遊主席兼執行董事王飛表

示：「依托星美控股的強大院線及行業
資源 ，能進一步拉動公司在影視及旅遊
業務等各領域發光發亮」。 星美控股執
行董事楊榮兵表示，對星美文化旅遊的
前景抱有信心。

粵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破十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盧靜怡 廣州報

道）廣東省政府黨組成員陳雲賢近
日表示，廣東毗鄰港澳，涉外經濟
發達，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連續7年
居全國首位。截至2016年7月末，
廣東累計發生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
10.53萬億元，佔全國跨境人民幣收
付總量四分之一。其中，粵港、粵
澳跨境人民幣結算量已達7.81萬億
元，佔全省結算量74.2%。
陳雲賢稱，廣東在全國率先推進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支持金
融機構不斷創新跨境人民幣貸款、
發行人民幣債券等金融產品。廣東
正處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階
段，為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和人民

幣國際化提供了新的機遇。截至
2016年7月末，廣東跨境人民幣業
務涉及境內4.8萬家企業、3,000家
銀行機構、210個境外國家和地區。
這些企業和機構在促進粵港澳融合
發展、推動金融資源在粵港澳三地
之間自由流動方面，跨境人民幣業
務發揮了重要作用。
廣東自貿區設立以來，廣東在跨境

人民幣貸款、個人業務，人民幣資金
池業務，以及熊貓債、境外人民幣貸
款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創新政策。
截至2016年7月末，由於自貿區
的建設和發展，廣東自貿區南沙、
橫琴片區共辦理跨境人民幣創新業
務104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