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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股受捧 港股料越26000

由交易員變CEO
港今日前景更佳

渣打聚焦五大趨勢業務
洪丕正：「帶路」沿線45國有業務 覆蓋範圍大

南商期善用優勢拓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渣打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行政總裁洪丕

正上周接受訪問時表示，集團的重組可謂大致完成，現將聚焦發展一

些至少未來五年中擁有極大增長力的項目，其中與中國有關的五大趨

勢的業務，年收入已達10億美元，未來將加大力度發展。

洪丕正言論撮要
■業務發展：
大中華及北亞地區業務聚焦未來五大趨勢，包括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資本市場開
放、本港作為亞洲融資中心、「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以及中國離岸資金的財富
管理。

■集團重組：
出售了如強積金、股票經紀業務等，集團重組可謂大致完成。一級資本比率已由
12%至升現時13.8%；2016年的成本也下跌了5%至6%。

■內地債務：
中國內地債務雖然高，資產也同樣很高，內地民間儲蓄豐厚，外債並不高，情況
並非如西方國家認為般危險。

■香港前景：
中國貢獻全球經濟增長25%，香港正是這「25%增長動力」的金融中心，發展前
景肯定更佳，應好好把握機遇。

■本港樓市：
目前香港經濟好，全民就業，對樓價有支持。希望未來樓市是因為供應增加而調
節，而不是因為「爆煲」、金融危機、瘟疫、戰爭等其他因素。

洪丕正歸納出未來有五大趨勢，包括
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資本市場開

放、本港作為亞洲融資中心、「一帶一
路」沿線發展，以及中國離岸資金的財富
管理。他透露，現時渣打與這五大趨勢有
關的業務上，其年收入已達10億美元，
是個不錯的數字，未來將加大力度發展。

大中華及北亞佔收入38%
渣打目前來自大中華及北亞的收入，
大約為38%。洪丕正指出，該行未來看
到五大趨勢，若成功在這五大趨勢中覓到
商機，再配合內地愈來愈開放，他料將會
進一步增加集團的收入。
他舉例指，人民幣已晉身特別提款權
(SDR)，未來各國央行會逐漸將資金轉存
人民幣，現時外國央行所持的人民幣債
券，大約只佔整體的1%，若根據SDR的
比例，外國央行持有的國債，應該達
11%，這個大轉變下，將有利於該行發展
相關業務。
洪丕正又指，一年前內地還未開放債
市，現在已開放了，未來還會推出「債券
通」，該行又會多一個業務板塊。「相信
未來外資銀行在內地債市上，將有高度的
參與，渣打率先在這些方面投入資源，是
非常正確的。」

手上有逾百「帶路」項目
除了央行儲備外，亞洲區的貿易及融
資，也將愈來愈採用人民幣，尤其是在
「一帶一路」沿線上。他指出，「一帶一
路」也是未來的大趨勢，沿線國家中，渣
打在當中的45個設有分行及擁有業務，
覆蓋範圍可謂相當高。事實上，渣打一直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現時該行手上有
逾百個項目，是與「一帶一路」有關，洪
丕正指，當中包括電訊公司、電廠、公路
等。
過去渣打出售了部分業務，例如強積

金、股票經紀業務等，他解釋是有關業務
並非渣打的強項。他又透露，該行的一級
資本比率已由 12%左右，升至現時達
13.8%；2016年的成本也下跌了 5%至
6%，故重組可謂大致完成，現時將聚焦發
展上述五項趨勢衍生的業務。他相信，市
場日後能夠看到，一旦投資渣打，等同投
資了上述的五大趨勢概念。

內地債務未至危險程度
對於未來金融市場的看法，他認為還

有很多潛在風險，「朝鮮半島問題肯定佔
當中一個，而貿易戰會否爆發、熱錢流
竄、以及日後『縮表』的風險等，都是令
人關心的。」至於不少西方分析員認為，
中國內地的債務過高，甚至有評級機構下
調了中國內地的評級，惟洪丕正卻有不同
的看法。
他認為，中國內地債務雖然高，但資

產也同樣很高，另外，內地民間儲蓄豐
厚，外債並不高，大部分債務其實是「自
己錢」。他認同內地應正視問題及着力減
債，惟情況並非如西方國家認為般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今年正
值回歸廿周年，洪丕正回想廿年前，他還
只是一個交易員，當時香港主要是靠貿
易、轉口等推動經濟。現在的香港發展前
景肯定更佳，不只是全球集資中心，更有
人民幣離岸中心優勢、各項的「互聯互
通」、具規模的資產管理市場。他認為，
未來中國將是亞洲的經濟龍頭，而香港就
是區內的金融龍頭。

籲港人把握內地機遇
他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自己也估不到中
國的進步及開放是那麼快速，20年間的
增長，令中國內地的貿易量、GDP體積
已升至全球坐二望一，佔全球經濟增長動
力的25%。「香港正是這『25%增長動
力』的金融中心，可謂得天獨厚。」
不過，有一些人沒有把握到有關優勢，

將精力花在其他事務上，他感到頗為無
奈，認為只要我們好好把握，不單本港不
會被邊緣化，更肯定能繼續成為亞洲金融
龍頭。
「遺憾的是，廿年後的今天，本港貧富
懸殊問題嚴重，有樓跟沒樓真的有很大差
別。」洪丕正強調，這個現象全球皆有
之，建議港府應從公共房屋着手，但解決
此問題需要很長時間。

樓市不會永遠上升
他認為，沒有一個市場能永遠上升，也
不希望本港樓市過分熾熱，但目前香港經
濟好，近乎全民就業，一定程度上支撐了
樓價。他希望，未來樓市是因為供應增加
而調節，而不是因為市場「爆煲」、金融
危機、瘟疫、戰爭等，而令樓價回調。
對於今年兩地將推出「債券通」，他認
為將進一步鞏固香港連接內地與世界市場
的「超級聯繫人」地位。他續說，內地擁
有全球第三大債市，但目前並未有太多國
際投資者涉足，債券通的啟動，將為香港
及國際投資者提供嶄新的投資渠道。

■洪丕正表示，集團的重組可謂大致完成，現將聚焦發展一些至少未來五年，擁有極大增
長力的項目，其中與中國有關的五大趨勢的業務，年收入已達10億美元，未來將加大力
度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圖為渣打銀行香港總行。 資料圖片

穆迪降中國信用評級 債市反應不大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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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較早前將中國主權
評級由「Aa3」下降至
「A1」，以反映該評級機
構預計未來幾年內地的財

政實力將有所下降。但同時其「穩定」的
評級展望顯示，穆迪認為中國的信用狀況
會最終隨着當地政府改革得宜而得以受
控。
同時，穆迪亦將香港信用評級從

「Aa1」下調至「Aa2」，以反映其在經
濟、金融及政治上與內地的高度關連
性。

料短期再下調機會微
消息公佈後內地國有企業發行的債券

信貸息差普遍出現擴闊跡象，短線或對該
類債價造成壓力，然而市場一直有關注和
討論內地負債比率持續攀升的問題，內地
政府及監管部門亦早已密切監察內地公司
的財務狀況，並收緊個別行業的融資渠
道，以控制相關債務風險，加上穆迪給予
內地政府「穩定」的展望，表示短期進一
步下調評級的機會不大。
所以筆者認為，穆迪今次下調中國評

級只會對整體內地公司在海外債券市場帶
來有限度的影響。另一方面，香港大部分
企業都不是由香港政府持有，而發行債券
亦不是它們主要的融資渠道，加上香港發
債公司的基本面和信貸質素普遍不俗，筆
者認為對港資企業債券影響有限。
不過，是次評級下調行動可能會導致

不少內地政府相關發行人的評級被降，筆
者預期當中一些僅符合投資級別水平的國
有銀行，次級資本債券有機會將被下調至
非投資級別，令其價格於短期內或會面臨
一些調整。

部分城投債或受影響
而城投債也是值得留意的類別，該類

債券的信貸質素與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和
發展方針掛鈎，若果內地經濟增長減慢，
當中融資目的是用以發展未開發地區或較
欠缺戰略重要性的城投債可能受到影響，
而一些跟鐵路或收費公路等大型基建項目
有聯繫的城投債則因受惠其穩定和可預測
的現金流，預期表現將較穩定。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

投資建議）

■南洋商業銀行助理總裁許偉興（左一）、執行董事王
浵世（左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方紅光（左三）、
副總裁梅月嫦。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中石化(0386)

聯通(0762)

國壽(2628)

中移動(0941)

中石油(0857)

匯控(0005)

中海油(0883)

ADR於美國收報
(港元)

6.45

11.26

25.34

85.66

5.18

68.21

8.87

較上周五港股
變化(%)

+0.40

+0.38

+0.37

+0.19

+0.18

-0.27

-0.6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信達集團
去年入主南洋商業銀行，南商成為信達旗
下子公司近日剛滿一周年。南商執行董事

王浵世表示，期望南商可善用其
發展優勢，拓展內地零售銀行。
另外，該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方紅光透露，南商將於葵盛開設
分行，最快於10月份開幕。
王浵世表示，南商於香港的零

售銀行業務表現良好，現時零售
銀行高端客戶逾5萬人，按年增
長17%，期望以優惠吸納客戶模
式可拓展到內地市場，做大內地
零售銀行。王浵世曾任匯豐中國
業務總裁，之後轉任民生銀行
(1988)行長至2009年退休，去年
再出山成為南商執行董事。
早前金管局收緊銀行按揭貸款

監管後，不少銀行上調按息至銀
行同業拆息(H)加1.4厘，對此，南商副總裁
梅月嫦表示，這次加幅輕微，更言「無咩得
賺」。她指去年按息是1.7厘，不過行業競

爭激烈，息率不斷下調，期望其後按息可
回升至合理水平。
談及有關金融科技的話題，梅月嫦表

示，去年南商與中銀簽署4年的過渡協議，
而中銀負責南商的技術支援，不過她說，
中銀推出的新服務未必與南商同步，未來
兩行可能推出不同的金融科技應市。

葵盛分行料最快10月份開幕
近年金管局推動「普及金融」，南商副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方紅光表示，該行為響
應其行動，將於葵盛開設分行，最快於10
月份開幕。他預計新行10年內未必可以
「回本」，料該行2年內暫時不考慮再開設
分行，其後將增加互聯網金融的投入。
南商推出定期存款優惠，港元存款每10

萬元、存款期6個月，年利率為1.11%；美
元存款每1萬美元、存款期3個月，年利率
為1.359%，優惠期截至6月14日。

中燃盈喜料全年多賺逾70%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燃氣(0384)董事會

表示，根據對集團截至3月31日止年度之
綜合管理賬目的初步審閱，預期公司截至
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擁有人應佔綜
合淨利潤將較上年同期擁有人應佔綜合淨

利潤上升超過70%。
有關預期升幅乃主要歸因於集團的突

出營運表現，尤其是下半財年主營業務的
可觀增長，以及年度內匯兌虧損等一次性
項目的減少。

眾安房產折讓18%配股
香港文匯報訊 眾安房產(0672)公佈，

按每股0.556元價格，向不少於六名獨立
承配人配售最多 4.697億股股份。配股
價較上周五收市價 0.68 元 折 讓約
18.2%。

假設全數股份成功配售，配售股份佔
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20% 及經發行配
售股份擴大之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6.67%，淨集資約2.576億元，擬用作投
資物業開發及一般營運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受惠於中
國官方PMI數據勝預期，以及汽車股、內
銀股等板塊帶動，上周港股繼續走俏，恒
指升幅逾1%。港股走勢延續至在美國上市
的預託證券(ADR)，金融板塊更全線造好，

料今日恒指可高開約80點，突破
26,000點水平。第一上海首席策略
師葉尚志稱，恒指有望升穿26,000
點大關，最新的支持區上調25,400
點。
他續指，今年的「五窮月」魔
咒已被打破，進入6月份，估計恒
指仍是上衝新高的格局。由於本月
內，MSCI可能宣佈納入A股，以
及香港回歸20周年，都是市場可
借題發揮的利好因素。不過，若恒
指短期內升穿26,000點之上，投
資者便要開始注意波動性風險有加
劇的機會。
永豐金融研究部主管涂國彬表

示，歐美的政治風險持續，但並沒阻礙股
市造好的趨勢，本月焦點還是在美國加息
上。由於美國就業情況理想，美股及美元
也上漲，加息的機會甚高。另方面，歐洲
經濟復甦勢頭也是市場關注的，由於下周

歐央行將舉行會議，分析員關注歐央行的
量寬政策會否變動，這或許是目前市況一
個較不確定的因素。
港股的技術走勢方面，涂國彬指出，自從

3月中，恒指站上24,000點關口之後，橫行
了一段時間，在4月底開始發動「攻勢」，
上行動能持續，直到5月10日突破25,000點
後，只在5月18日回調至支持線以外，其餘
日子都是強勢上行，並且不斷創新高。

港交所發力 有利後市造好
此外，騰訊(0700)連升多月後，目前在高

位回氣，280元阻力不小，但其他股份已有
接力跡象，例如中資金融股等，以及港交所
(0388)終在周五發力，創出半年新高。他認
為，上述股份未來將帶領恒指繼續造好。
他相信，在資金不斷流入下，「五月不
窮、六月不絕」，除了回歸20周年外，美
國議息結果及A股納入MSCI等消息，也可
能催化股市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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