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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 76.85 億售集友予廈門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中銀香港
（2388）繼出售南洋商業銀行後，終於再把集團
內的集友銀行出售。該行昨晚與中國銀行
（3988）發出聯合公告，稱與廈門國際投資（廈
門國際）及福建省廈門市私立集美學校委員會
（集友校委會）達成股權買賣協議，出售集友銀
行 211.48 萬股份，佔股權 70.49%，作價 76.85 億
港元。有關作價較原先傳聞的為少。
中銀在公告指出，出售集友銀行是集團落實長
遠發展計劃中的另一項戰略性舉措，將精簡中銀
香港的企業架構及鞏固其在香港銀行業市場的核
心品牌，並同時釋放集友銀行在新股權結構下的
顯著潛力。股權買賣協議項下的擬議出售交易總
對價代表了相對於集友銀行相關權益的淨資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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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溢價，而擬議出售帶來的所得款項將會進一
步增強集團的資本狀況及促進中銀香港在東盟地
區的業務發展。

岳毅：積極開拓東南亞業務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表示，廈門國際
具有雄厚的實力、豐富的經驗和良好的聲譽，是
集友銀行的理想買家，相信廈門國際一定能為客
戶及僱員提供良好的服務和安排，確保集友銀行
的穩定可持續發展。他說，出售集友銀行股權
後，中銀將持續投放資源，深耕香港市場，並積
極開拓東南亞地區業務，爭取更廣闊的發展空
間。中銀在已收購馬來西亞中國銀行的基礎上，
正在穩步推進收購母行中國銀行泰國、印尼、菲

律賓、越南及柬埔寨等東盟五國機構。
公告披露，廈門國際投資將收購集友銀行
64.31%股權，集美校委會將通過私立集美學校
基金收購集友銀行 6.18%。現時私立集美學校
基金為集友銀行的現有股東，持有 13.88%股
權。新股東廈門國際為廈門國際銀行的附屬公
司。
中銀早前在出售南商後，市場一直關注中銀何
時會出售集友銀行。去年 12 月 18 日中銀出售南
商予信達（1359），作價 680 億港元，中銀香港
獲利 300 億元，8 月派特別股息每股 0.71 元。今
次中銀在公告中並未如出售南商時預計因出售可
獲得的稅前收益，預料市場將關注中銀香港會否
就是次交易再派發特別股息。

搶換港幣 羅湖近1兌1
存戶深圳建行網點提款 預約排到明年 1 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人民幣持續貶值，內地居民「自己資產自己救」，除了赴
港買保險和買股票外，近日新流行赴港存港幣，令兩地的港幣忽然搶手。昨日羅湖口岸兌換店的牌
價，人民幣兌港幣已接近 1 兌 1，報 1 元人民幣兌 1.09 港元。羅湖口岸建行網點的港幣亦早遭提光，即
使預約也要到明年 1 月才能取款。記者發現，有中資銀行為內地的 VIP 客提供走資服務，可直接通過
深港兩地銀行間合作，匯款到香港銀行存美元或港元。
地居民「自己資產自己救」，來港買
內保險、買股票和買樓已不算是新聞，

近日新流行來港存港幣，令兩地的港幣忽然
搶手，兩地兌換店的生意激增，當然兌換店
的匯價比官價有大折讓。
記者昨日下午走訪羅湖口岸一些外幣兌換
店，看到目前 1 元人民幣兌港幣已跌至
1.09，仍有不少內地客前來兌換港幣。而昨
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間價為 1 港元兌人民
幣 0.89471 元，換算為 1 元人民幣兌 1.11768
港元，即是兌換店每萬元人民幣，較官價低
276.8港元。

深圳存戶提錢轉存香港
記者從一外幣兌換店負責人處獲悉，今年
以來，他們外幣兌換量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30%，而近幾年內地客赴港人流明顯減少很
多，美元和港幣兌換量卻反而大增，其中明
顯的情況是一些早年在深圳存了人民幣的港
人和內地客，將資金拿到香港進行存儲或者
投資，以規避資產縮水的風險。

辦理業務逾85%為香港人
記者昨日來到羅湖口岸建行網點，現場看
到裡面擠滿了客戶，他們都在等候或排隊取
款或者辦理其他業務。據該網點大堂經理表

示，他們的客戶 85%以上是香港人。當記者
問她存戶可否提取港幣，她稱要預約，即日
來沒有港幣可取，而現在提前一周預約也只
能在明年 1 月取到港幣。其實，該行作為港
人集中辦理業務的網點之一，自人民幣去年
8 月中持續貶值以來，大量港人北上取款回
流香港，今年該行曾在服務台打出港幣斷供
的告示。
據記者接觸，最近一些內地民眾甚至直接
到香港銀行存入美元或港元，儘管利率很
低，但是他們也無所謂，或者準備未來將其
購買香港保險或者投資其他海外理財產品。
記者在深圳的一個 IT 媒體朋友黃先生處獲
悉，他是某中型股份制銀行的 VIP 客戶，即
資產 50 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客戶，原來便可以
獲得該行與其香港附屬銀行的香港賬戶，可
將自己內地銀行的資金先轉換成美元或港元
現匯，通過網銀轉到香港銀行賬戶，時間僅
需一秒。

不理會港銀利率低但求安心
不過，他透露，在向香港銀行匯款時有技
巧，國家法律規定內地居民一年僅可對外匯
款 5 萬美元額度，為了避免引起關注，他一
次網銀轉賬只能在 1 萬美元左右，並且要間
隔 3 個月。他甚至有兩個賬戶向香港銀行匯

款。目前，他在香港兩家銀行的美元資產已
達近5萬美元。
黃先生坦言，目前香港銀行美元活期利率
很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為了資產安
全，他決定先存起來，未來有機會再考慮買
保險或者進行其他投資。他透露，像他這樣
操作的深圳朋友其實不少。

馬駿：人幣可保基本穩定
面對內地民眾的走資潮，人民銀行研究局
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昨在央行媒體溝通會上
稱，影響匯率的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即
李昌鴻 攝
經濟基本面因素和與預期相關的因素。11 月 ■羅湖一外幣兌換店負責人透露，今年以來他們的外幣兌換業務增長三成。
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加速貶值主因美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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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觸底反彈等。11 月出口增速轉負為正也
顯示外需開始復甦，預計明年全年出口會
呈正增長。
馬駿指出，中國有信心通過進一步完善宏
觀調控和改革舉措，在增加匯率彈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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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
定。

中銀：國債人均認購5萬增3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今年的
人民幣零售國債認購昨日截止，在人民幣近
日創 6 年半新低下，中銀香港 (2388)表示經
由該行認購的整體金額較去年下跌，不過每
人平均認購金額較往年增長約三成，平均金
額為 5 萬元（人民幣，下同），最高的認購
金額則約為 400 萬元。該行指，由於今年零
售國債銷售期較去年遲了近兩星期，在聖誕
節長假期前，較多客戶外遊，以及預期人民
幣貶值，均可能影響零售國債的銷售情況。

工銀最大手金額1000萬
財政部今年再度在港發行 20 億元人民幣
零售國債，年期為 2 年，票面息率 3.5 厘，
為發行零售國債 8 年以來最高。工銀亞洲亦
表示今年平均認購金額比去年上升至每手
22 萬，其中最大的認購金額為 1,000 萬元。
雖然昨日為最後一天認購時間較短，但認購
反應依然不俗。該行指出，雖然人民幣近期

匯價較為波動，但對已持有人民幣的客戶來
說，仍需要為其人民幣存款找長線投資工
具，故人民幣零售國債仍是不俗的選擇。
人民銀行昨公佈人民幣中間價為 6.9435，
比 上 個 交 易 日 上 升 54 點 子 。 路 透 測 算
CFETS 人民幣匯率指數比前日微升 0.01%
至95.11，SDR籃子指數則微跌至95.75。在
岸和離岸人民幣匯率仍然出現倒掛，在岸
CNY 早上跌至 6.947 附近後橫行，截至晚上
7 時半，CNY 報 6.9475，跌 115 點。離岸
CNH 則在開市後持續下跌，晚上 7 時一度
反彈後再度回落。截至晚上 7 時半，CNH
報6.9434，跌150點，倒掛41點。另外中銀
香港昨公佈人民幣離岸銀行買入價為
89.97，銀行賣出價為89.08。
路透社引述分析員指出，市場購匯需求仍
在，大行繼續適度提供美元流動性。聖誕節
臨近交投相對淡靜，「年底臨近，很多任務
都完成了，購匯壓力還有，但應該不會很大

了，估計剩下的時間波動會比較小，大家擔
心的是明年年初購匯額度重新出來了，市場
會怎麼反應。」美元指數昨在高位整理，投
資者在美國 11 月耐用品訂單等重要數據公
佈前提早獲利，分析員預料人民幣短期可守
穩6.95水平，不過需要注意在淡市下經濟數
據可能引發超乎預期的市場波動。

港銀續高息誘客存人幣
人民幣香港銀行隔夜拆息連續兩日回到10
厘以下水平，昨報6.60567厘。分析員指出，
離岸人民幣流動性雖略為緩解但仍然偏緊，
限制CNH利淡發展。此外，拆息回落減輕了
銀行人民幣定存上調利率壓力，但不少銀行
仍有提供 4 厘以上的定期優惠。大眾銀行將
1、2、3、6和12個月人民幣定存年利率調至
4.4厘，起存金額仍為1萬元。永隆提供1個月
和 3 個月人民幣定期年利率 4.5 厘，6 個月和
12個月定期4.3厘，起存金額為10萬元。

民眾證券網上孖展「一世免佣」招客
包括港股、美股、滬港通及深港
通。民眾證券同時推出低佣金優
惠，透過交易寶成功開戶的客
人，網上佣金率為 0.08%。孖展
賬戶網上交易恒指或國指成份股
一世免佣。

節省開戶成本回饋客戶
■左起：魏一才、潘康海、萬勇和鄭俊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民眾金融
(0279)旗下民眾證券推出全新證券交易及開
戶流動應用程式「民眾交易寶」，為全港首
家非面對面網上開戶平台，可供交易的產品

民眾證券行政總裁潘康海昨
指，應用程式的開戶成本僅每人
數十元，相比在分行開戶成本則
需要數十萬元。該技術可大大節省經營成
本，減少經紀、分行及客戶服務人員。公司
希望將可節省的開戶成本，透過降低交易費
回饋予客戶，並強調降低佣金但不會放棄系

統的穩定性。
潘康海昨表示，公司對系統使用的期望非
常大，現時兩地證券客戶的數量非常多。對
於 2017 年新增客戶目標，他有望新平台推
出後明年客戶基礎能大幅提升，暫時目標增
加 10 萬客戶。公司已將數據中心搬到將軍
澳，同時在內地已設有數據中心，以確保開
戶至交易過程暢順，而有關的升級相信可應
付新增20萬至30萬名客戶。
公司表示，該程式利用政府認可的電子證
書核實客戶身份，簡化開戶步驟，最快五分
鐘可完成開戶申請。便於內地及本地投資者
線上直接辦理和開通香港證券及期貨賬戶。
該程式明年1月3日可以使用。貿易通(0536)
為該程式提供香港電子核證服務。

國海證券
「假章」涉 165 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國海證券(000750.SZ)昨天再公告，
偽造印章交易協議涉及債券金額不超過
165 億元人民幣，有關債券由相關各方繼
續持有。其中信用債風險收益由國海證
券全部承擔，利率債可以持有至到期。

債券總體信用風險可控
上述債券中，80%以上為安全性和流
動性高的主流國債、國開債品種；信用
債佔比不到 20%，且總體信用風險可
控。目前公司經營一切正常，流動性風
險可控。利率債方面，利率債投資收益
與相關資金成本之差額由國海證券與相
關各方共擔，具體細節待進一步協商。
滬深兩市昨日縮量盤整，震盪不斷中

一度下挫，好在午後股指小幅上揚一度
集體翻紅，截至收盤上證指數報 3,139
點 ， 微 漲 0.07% ； 深 證 成 指 報 10,306
點，微跌 0.06%；創業板指報 1,986 點，
跌 0.27%。兩市合計成交 3,971 億元（人
民幣，下同），其中滬市成交 1,860 億
元。
盤面上共享概念股持續走強，最亮眼
的當屬共享單車概念，直接參與摩拜單
車供貨的中路股份開盤大單拉升瞬間漲
停，深中華 A 早盤時分亦封上漲停板，
此外信隆健康、華西股份、上海鳳凰、
力帆股份等相關概念股異動拉升。
業內稱今年下半年共享單車在內地各
大城市的興起，一下成為各界焦點，同
時也被各路資本極大程度關注。

港股陰乾格 考驗牛熊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昨
再跌，一度失守21,600點水平，見5個月
新低。在中資金融股拖累下，恒指反覆
下跌173點，報21,636點；國指更跑輸大
市，報 9,200 點，跌 131 點。港股假期前
氣氛濃厚，入市意慾低迷，成交只得 505
億元。凱基證券執行董事及研究部主管
鄺民彬表示，內地債市已見回穩，但資
金持續流向美國，打擊股市投資氣氛，
預計大市仍維持尋底格局。
他從技術面分析，指恒指的 MACD 呈
現頗大的熊差，預示大市續向下的機會
較大，恒指支持位下移至牛熊分界線的
250 天線(21,450 點)，此水位亦是今年中
的大型升浪 0.618 倍回調位。若此位失
守，恒指恐下試 21,000 點，而恒指首個
阻力位已下移至22,476點。
內地國海證券假章事件解決有望，加
上人行積極放水，內地債市回穩，但又

傳出內地擬加強保險業監管要求，提高
償付水平，以及加強監管網上平台保險
業務。內險股全線受壓，國壽(2628)、平
保 (2318) 跌 逾 1.5% ， 太 保 (2601) 更 跌 逾
3% 。 連 帶 內 銀 股 工 行 (1398)、 建 行
(0939)、中行(3988)股價都跌至逾1個月低
位。中資股投資氣氛不利，也使「滬股
通」連續4日錄得淨流出。

內地債市回穩 花旗唱反調
不過，花旗則看好 4大內銀股，重申內
地債市未脫險。該行發表報告指出，中
證監出手解決國海證券的債券融資交易
違約事件，暫時紓緩了投資者對內地債
市的憂慮，但該行相信內地債市尚未脫
離險境，主要由於債市氣氛低迷及流動
性緊張，銀行持續贖回債券以套回資
金，同時人行亦有意提升融資成本，以
達「去槓桿」及緩和人民幣貶值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