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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A股復市 港股倒跌成交縮

外圍動盪 A股雞年首役蒙陰影

聯儲局會後聲明指出，勞動力市場繼續走
強，經濟活動繼續以溫和活動擴張，

居民開支繼續溫和增長，不過企業固定資產
投資依然疲弱，通脹率依然低於長期目標
2%。委員會表示，貨幣政策立場依然寬鬆，
以支持勞動市場進一步加強和通脹率回升，
預計通脹率將在中期內升至2%。委員會又
指，近期經濟風險大致均衡，未來考慮加息
時機和幅度時，將衡量勞動市場、通脹壓力
和指標，以及金融和國際動態方面的數據，
預計經濟形勢變化決定利率只能循序漸進上
調，實際路徑取決於未來數據帶出的經濟前
景。

美元指數穿100 見兩個半月低位
受惠於ISM製造業指數和ADP就業人數優

於預期，美元指數曾一度回升觸及100點，
不過議息聲明公佈後旋即下跌至99.5點。截
至昨日下午6時，美元指數報99.28，為11月
中以來的低位。
市場普遍預期今次議息加息機會不大，不
過去年底聯儲局預期加息3次，市場關注下
次3月5日議息結果。根據聯邦基金期貨預
測，市場預期下次加息幾率只有32%，5月3
日議加息的幾率升至50.1%，6月14日的加
息幾率更升至70.1%。

上商：聯儲局聲明變化不大
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泓接受本報

訪問時指出，聯儲局3月加息機會很低，若
然要在下次會議加息，會後聲明應該大為不
同。是次聲明與上次的變化不大，顯示聯儲

局「無打算引導市場預期形成」。而6月加
息的機會大，因為大部分委員預期加息今年
2至3次，若6月不加息「往後加息步伐會有
點倉猝」。至於能否一如預期加息3次，要
視乎總統特朗普的取態，如果他大打貿易戰
會減少加息的機會。相反推出具體的財政刺
激政策，2017年達成加息2至3次的機會頗
高。

摩根：今年加息或多於3次
摩根資產管理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

則認為，若2月和3月的經濟數據理想，勞動
市場穩定而通脹壓力開始升溫，不排除聯儲
局會在3月加息。他指出會後聲明提及經濟和
勞動市場改善，態度較以往樂觀。未來如果
大幅減稅和政府開支增加的財政政策成功落

實，今年加息多於3次並不出奇。

港銀行最優惠利率按兵不動
美國息口按兵不動，香港各銀行均維持最

優惠利息在5%及5.25%不變，暫未影響供樓
一族。
金管局發言人表示，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

員會在會議上決定維持利率不變，並表示美
國經濟表現逐步接近美聯儲的全面就業和物
價穩定的政策目標，令今年循序漸進加息的
條件增強。發言人提醒，隨着美國利率逐漸
正常化，全球資金流向、匯率和資產市場都
可能會受到影響。局方將繼續提醒銀行、企
業以及個人保持警覺，審慎管理風險，以應
對往後美國加息可能引致的資金流向改變和
市場波動。

美息不變 市場料6月才加
金管局：美漸進加息條件增強宜保持警覺

各界評美國
息率走勢

■金管局發言人
美國今年循序漸進加息的條件
增強，隨着美國利率逐漸正常
化，全球資金流向、匯率和資
產市場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恒生銀行執行董事馮孝忠
美國經濟增長不俗，總統特朗普
坐言起行，實現競選承諾，預計
美國最快5月再加息，全年加息3
次。

■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
林俊泓
美國6月加息機會大，但會否如
預期加息3次，要視乎特朗普的
取態，若他大打貿易戰會減少
加息的機會，若推出財政刺激
政策，今年就或加息2至3次。

■摩根資產管理亞洲首席市場
策略師許長泰
若2、3月美國經濟數據理想，
不排除會在3月加息。未來如果
大幅減稅和政府開支增加的財
政政策成功落實，今年或加息
多於3次。

■長實地產執行董事趙國雄
本港樓價處於高位，預計今年
本港經濟趨穩，即使美國加息
步伐加快，對本港樓市影響不
大，相信今年樓價趨向穩定，
估計樓價上下波幅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今天A股迎來雞年首個交易日，早前紅包行
情已達共識，未料半路殺出特朗普攪局。長
假期間，美國移民禁令衝擊波已致全球股市
上演連環跌，難免令A股新年首役蒙上陰
影，平添諸多不確定性。但亦有分析師認
為，內地股市較為封閉，受國際市場影響僅
在心理層面，故依然有望特立獨行，「開門
紅」並非全無可能。

股民多押寶節後「開門紅」
以散戶為主力軍的A股，投資者情緒對行情
至關重要。東方財富網節前的一項調查指，超
五成內地股民看漲節後行情，看跌者僅為三
成，更有近七成受訪股民預計，節後首個交易
日，A股將迎來「開門紅」。此外，據中登公
司的統計，1月份前三周，A股新增投資者節
節攀升，分別為20.45萬、28.37萬、29.25
萬，春節前滬綜指更是強勢收出了五連陽，顯
示投資者爭相押寶新年紅包。

近17年首交易日漲跌各半
Wind資訊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滬深
兩市指數在春節後首個交易日上漲8次，下
跌9次，上漲概率為47%，總體漲跌各半，
下跌概率稍大。但若查看節後一周的走勢，

則是漲多跌少。據新浪財經統計，
其中滬綜指上漲10次，下跌7次，
尤其在2010年之後，僅有一次下
跌。雖然17年間深成指節後一周有
8次上漲，9次下跌，2010 年以
來，僅有兩年錄得下行。若將時間
段進一步延長至節後一個月，趨勢
就更為明顯，17年間滬綜指有14
年上揚，3年下挫；深成指12年上
漲，5年下挫。
但內地春節假日期間，特朗普
頒佈移民行政禁令，再加上其首
席顧問納瓦羅亦向匯率開火，引
發國際資本市場劇烈波動，其間
道瓊斯指數跌破了2萬點，港股雞
年亦受連累開黑，A股節後是否將
補跌？對此，內地私募南京胡楊投資總經
理張凱華認為，A股相對封閉，受外圍市場
下跌影響不大，且美國股市早前走牛，現
因政策變化出現調整很正常，而A股實際
一直在低位運行，安全性較高。

PMI數據利好 憂解禁潮添壓
不少內地分析師預計，A股「開門紅」並

非全無可能，目前外圍市場已有企穩之勢，
美聯儲議息會議上維持利率不變，1月份中

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已連續6個月站
上榮枯線，均利於A股反彈。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年底以來，
A股市場進入解禁放量期，春節後首個交易
日為近期解禁高峰，或對大市構成壓力。據
長江策略的數據，2月解禁主要集中於春節
後第一個交易日（3日）和13日，解禁市值
分別為 1,033.1 億元（人民幣，下同）和
785.6億元。此外，節後大量流動性到期的
影響，亦不容小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美國聯儲
局一如市場預期不加息，維持利率在0.5%至
0.75%不變，會後聲明指企業及消費者對經
濟前景越來越樂觀，但目前當地的經濟僅
支持有序加息，聲明並未有提及3月份會否
再加息。港股曾因而升過120點，但由於A
股今日才復市，投資者保持審慎態度令市
場缺乏方向，恒指全日倒跌133點，收報
23,184點，連跌兩日，成交進一步縮減至

494億元。

重磅股腳軟 中資金融股受壓
Facebook四季度財報亮瞎眼，股價
創歷史新高，騰訊(0700)曾升近1%，
但最終倒跌0.7%。其他重磅股也腳
軟，其中友邦(1299)更失守10天線，
全日挫1.5%，中資金融股亦在A股開
市前夕受壓，工行(1398)跌0.8%，國
壽(2628)跌 1.2%。野村在策略報告
中，更將中國股份的評級降至「中
性」。
有證券經紀表示，市場之前除等待

美國議息結果外，亦傾向等待今日A股的開
市情況，致令大市回落及成交偏低，若今日
及下周一的港股依然低迷，則相信港股將進
入調整浪，恐怕大市要先行下試22,900點的
支持力度。

後市看美貿易政策美元強弱
道富基金也認為，目前地緣政治風險不利

環球投資情緒，雖然金融市場渴望穩定，但
各國政權的更迭極具破壞力，隨着特朗普上
場，美國的貿易政策及美元強弱，將是困擾
市場的兩大憂慮。該行指，特朗普對股市的
刺激效應，現已逐漸消退，資金開始從美股
流走，不利美股後市。

賭收遜大行唱淡 濠賭股捱沽
國指收報9,696點，跌0.6%。雖然美國不
加息，但地產股仍然走弱，信置(0083)跌
1.4%，新世界(0017)跌1.3%，九倉(0004)、
太古A(0019)及恒隆(0101)也疲軟。澳門1月
賭收未如理想，濠賭股昨日遭大行唱淡，銀
娛(0027)繼續捱沽，跌1.7%，是最差表現藍
籌。永利(1128)更跌逾4%，新濠(0200)亦跌
2.2%。
不過，蘋果公司季績後股價急升，蘋果概

念股瑞聲(2018)升1.4%，富智康(2038)亦升
2%。另外，資金繼續由美元流往黃金，金
礦股續升，中國黃金(2099)再升3.7%，招金
(1818)升1.3%。

A股近7年春節長假後
首個交易日表現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數據來源：Wind資訊 整理：記者章蘿蘭

滬綜指(%)

-0.49

-0.89

-1.47

-0.45

+0.56

-0.56

-0.63

深成指(%)

-0.74

-1.53

-2.02

-1.93

+0.58

-1.53

-0.05

創業板指(%)

-0.72

+0.75

+1.49

+2.45

-0.93

+0.95

香港文匯報訊 樓市在去年港府加辣
及美國加息下，仍表現活躍。經絡按揭
轉介統計顯示，今年1月樓花按揭註冊
量1,868宗，按月急升81.5%，創9年新
高且比去年同期的334宗大升4倍多。
現樓按揭雖較去年12月的8,286宗上升
19%，至9,858宗，但仍然超過5年少於
1萬宗。中國銀行及匯豐先拔頭籌，分
別以22.1%及25.8%的市佔率，奪得1月
現樓按揭及樓花按揭市場冠軍。

個別銀行調低H按息搶市場
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劉圓圓表示，

港府加辣及美國加息無阻市場剛性需
求，發展商於農曆新年前後積極推出新
盤，個別銀行調低H按息率，搶佔市場

佔有率，預料今年按揭市場競爭
持續激烈，其他銀行或會跟隨下
調H按息率。1月份四大銀行市
佔率回升，按月增加0.9個百分
點至69.9%，已連續13個月維持
六成以上水平，而中小型銀行市
佔率則減少至30.1%，四大銀行
與中小型銀行的市場佔比差距拉
大。
現樓按揭排名方面，首2位與

上月不變，中銀以1個百分點領
先匯豐，連續兩個月稱冠，1月

份市佔率 22.1% (2,176 宗)；匯豐則以
21.1%(2,083宗)緊隨其後排第2；渣打超
越恒生排第3，市佔率減少4個百分點至
13.6% (1,345宗)；恒生跌落第4位，市
佔率減少0.7百分點至13.1% (1291宗)。

匯豐樓花按揭市佔25.8%居首
樓花按揭排名方面，首6位與去年12

月排名不變，匯豐市佔率增加2.2個百
分點，達25.8% (482宗)排榜首；中銀市
佔率增加 0.3 個百分點至 19.4% (362
宗)，排第2；渣打市佔率下跌0.5個百分
點，以15.7%(293)排第3，恒生則維持第
4位，市佔率下跌0.9個百分點至10.6%
(198宗)；花旗銀行連升4級至第10位，
市佔率為0.5%(10宗)。

中銀現樓按揭稱冠 市佔22.1%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巍晨 上海報
道) 今年元月金融數據將於本月發佈，
受訪專家認為，受年初銀行放貸衝動，
及市場信貸需求旺盛影響，當月新增人
民幣信貸規模將在2.3萬億-2.8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但同期M2 (廣義貨
幣供應量) 同比增速或因M1 (狹義貨幣
供應量) 同比增速的回落，及去年同期
高基數因素略有回調，總體看，貨幣政
策更趨中性。

今年貸款餘額增速或放緩
興業銀行兼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

政委預計，1月新增人民幣信貸規模或
達2.8萬億元，當月新增社融規模或為
3.8萬億元。他解釋，去年金融機構貸款
餘額同比增13.5%，今年房地產銷售增
速或遜於去年，並拖累居民貸款的增
長，有鑒於此，今年貸款餘額增速或放
緩至13.1%，對應全年新增貸款規模約

14萬億元，「假設今年信貸投放節奏與
去年相似，那今年1月新增人民幣信貸
規模就可能為2.8萬億元。」
鑒於1月份銀行系統有「沖貸款」的

季節性效應，及市場旺盛的信貸需求，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預計，當月
新增人民幣信貸或升至2.7萬億元左右
水平，當月新增社融總量或為3.2萬億
元，但M2同比增速則可能由去年12月
的 11.3%，小幅回落至今年 1 月的
11.2%。考慮高基數效應，及今年地方
債置換尚未啟動等因素，1月調整後的
社融同比增速或放緩至16%左右，。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坦言，

銀行年初通常會投放較多信貸，但今年
春節提前，以及節前或節中市場流動性
壓力，或使部分銀行負債端缺口較大，
資產端信貸投放或一定程度放緩。預計
1月新增人民幣信貸規模約2.3萬億元，
各項貸款餘額同比增速約12.9%。

專家料上月人幣信貸2.8萬億

■■劉圓圓預料劉圓圓預料，，
今年按揭市場競今年按揭市場競
爭將持續激烈爭將持續激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 今年聯儲局首

次議息，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成員一致贊成

維持聯邦基金利息目標區

間在 0.5%至 0.75%，合

乎市場預期。會後聲明沒

有提示下次加息時間，惟

表示加息只能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上調，可能在一段

長時間內維持低於預期的

水平。分析員認為，是次

聲明與上次的分別不大，

顯示聯儲局無意引導市場

加息意向，下次3月份會

議的加息機會不大。

聯邦基金期貨計算
下次加息隱含幾率

會議日期

3月15日

5月3日

6月14日

7月26日

9月20日

11月1日

12月13日

註：截至下午6時
數據來源：彭博

製表：記者歐陽偉昉

加息幾率

32%

50.1%

70.1%

75.9%

84.1%

86.4%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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