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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獲惠譽AAA信用評級

人行官員倡中亞使用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和向紅）雲南省
16日在昆明舉行特色小鎮招商推介會，雲
南省發改委主任楊洪波在會上稱，2017—
2019年，雲南省將從省重點項目投資基金
中籌集約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作
為資本金，專項支持百餘個特色小鎮建
設，助推雲南旅遊產業轉型升級。

中旅有份投資沙溪古鎮
當天的會上，中旅集團香港國際旅遊投
資公司與大理州劍川縣政府，簽署了合作
開發沙溪古鎮的協議。雙方將成立合資公

司，以合資公司為主體對縣域優勢旅遊資
源進行開發，其中港中旅佔股51%，合資
公司合作期限為40年。雙方將依託各自
優勢，全力將劍川石寶山-沙溪、劍川古
城-千獅山景區打造成國內5A 級景區。規
劃合資公司成立5年後，綜合收入達到1
億元以上，景區門票收入不低於6,000萬
元。
沙溪古鎮位於合川縣西南部，被稱為

茶馬古道上唯一倖存的古集市，擁有世
界瀕危紀念性建築遺產、國家級歷史文
化名鎮、中國傳統村落聚集區、2016年

全國人居環境範例獎等榮譽。中旅香港
國際旅遊公司與劍川縣簽署的協議稱，
按照雲南省的特色小鎮發展規劃，雲南

將推行以企業為主體的特色小鎮項目建
設，每個獲准列入的特色小鎮給予1,000
萬元啟動資金。

郭建偉說，哈薩克斯坦是中亞最大的
國家，它的經濟總量、人口總量遠

遠大於周邊的國家，如果選擇哈薩克斯坦
堅戈和人民幣結合，作為周邊小貨幣的示
範，最有可能成功。

與哈薩克斯坦已簽結算協定
他指出，中哈已經簽訂了本幣結算的協
定，為兩國貨幣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也
能夠給哈薩克斯坦的市場提供流動性支

持，堅戈已在中國銀行間市場實現區域交
易掛牌，人民幣也在哈薩克斯坦掛牌，為
形成雙邊直接匯率提供了條件。
儘管堅戈和人民幣進行本幣跨境合作是

比較好的突破口，但是依然面臨難題。郭
建偉指出，中國進口哈薩克斯坦的石油、
天然氣和鐵礦石，但中方把人民幣付給哈
薩克斯坦的出口企業，必然需要當地銀行
提供人民幣服務，當地銀行必然要在國際
市場上平盤交易，按照現在一天人民幣與

堅戈只交易一小時，平盤是很難進行的，
因為國際上很難找到下家。

由市場層面建立合作機制
由於國際上哈薩克斯坦堅戈一天只交易

兩小時，而哈薩克斯坦的銀行拿到人民幣
後必須在國際市場上平盤，通過美元為中
介再換回堅戈，所以只留給人民幣一小時
的交易時間。同時，由於人民幣和堅戈在
的交易量比較小，流動性差，這麼短的時

間裡不容易平盤，價格也容易脫離實際。
他建議，兩國在微觀層面上需要建立本
幣跨境清算的平盤機制，哈國的銀行開闢
人民幣業務，中國的銀行也接受哈國的堅
戈，雙方約定每晚進行人民幣和堅戈的互
相清盤。市場層面建立合作機制之後，再
通過兩國央行的貨幣互換提供最終的流動
性的支撐。如果這種方案能實施並推廣，
那人民幣國際化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將有
很大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首家專注服務科技創新
的銀行中關村銀行16日在北京正式開業，其
宗旨是服務創客、創投、創新型企業，註冊資
本40億元（人民幣，下同）。這是北京市首
家民營銀行。
中關村銀行由用友網絡、碧水源、光線傳

媒、東方園林、東華軟件、華勝天成、東方雨
虹等11家中關村知名上市公司共同發起設
立。中新社引述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工在開業
儀式上說，中關村銀行是在北京市戰略佈局國
家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豐富和完善多層次資本
市場，促進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撐作用的背景下
應運而生的。

中關村銀行主攻創投
中關村銀行董事長郭洪表示，中關村銀行的

根本宗旨是服務創客、創投、創新型企業，最
大特色是科技金融，這也是中關村銀行肩負的
重要歷史使命和天然基因所決定的。中關村銀
行於2016年12月19日獲中國銀監會批覆籌
建，2017年6月6日取得金融許可證，6月16
日開始試營業，7月16日正式開業。
中關村示範區是全國創新創業最為活躍的地

方，全國超過40%的創業投資案例和投資金額
發生在中關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消息，評級機構惠
譽日前發佈公告，給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AAA的最高信用評級，評級展望
為穩定。這是亞投行在獲得穆迪最高信用評級
半個月後，再獲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之一的評級
機構最高信用評級。
惠譽在公告中說，本次評級基於亞投行現有

和預期的固有優勢，亞投行擁有一個可觀的資
本基礎，這將幫助借貸活動按預期迅速擴張。
一系列政策和高質量的管理也將會降低風險。

看齊世銀及國基會
亞投行司庫瑟倫．埃爾貝克在接受美國《華
爾街日報》採訪時對此評論說：「這一評級對
我們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至關重要。它把我
們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放在同一水
平上。」亞投行總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包
括200億美元實繳資本和800億美元待繳資
本。2016年1月正式開業以來，亞投行成員數
量不斷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

心支行行長郭建偉表示，建議中國與哈薩

克斯坦進行本幣跨境合作，在中亞區域內

推行「去美元化」結算。路透社引述郭建

偉在2017國際貨幣論壇上表示，中亞五國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中國和中亞五國以

往的跨境合作都是用美元結算，但是這些

國家的貨幣在金融危機之後對美元波動劇

烈，如果能實現本幣間的貨幣跨境合作，

將能幫助雙方規避對美元的匯兌損失，且

能助推人民幣在中亞地區的使用。

■中旅集團香港國際旅
遊投資公司與大理州劍
川縣政府簽署了合作開
發沙溪古鎮的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攝

■■人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行人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行
長郭建偉建議中亞長郭建偉建議中亞「「去美元去美元
化化」」結算結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雲南籌千億打造百個特色小鎮

中關村銀行正式開業

■■人民幣國際化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人民幣國際化在絲綢之路經濟帶
上具有很大潛力上具有很大潛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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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上周升逾1,000點。中資金
融股支撐大市表現。平保(2318)上
周五尾市突破57元，見逾兩年新
高，全星期上升5.7%。如繼續看
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證
(16967)，行使價62.33元，12月到
期，實際槓桿9倍。國壽(2628)全
星期升4.8%。如看好國壽，可留
意國壽認購證 (27004)，行使價
26.33元，2018年1月到期，實際
槓桿7倍。
內銀股升幅更大。受6月內地新

增貸款高過預期所支持，建行
(0939)全星期升近8%。如繼續看好
建行，可留意建行認購證(16778)，
行使價6.8元，11月到期，實際槓
桿11倍。工行(1398)亦升8%。如
看好工行，可留意工行認購證
(16513)，行使價5.81元，2018年2
月到期，實際槓桿 9 倍。中行
(3988)一周升5.2%。如看好中行，
可留意中行認購證(15586)，行使價
4.098元，2018年1月到期，實際
槓桿10倍。

騰訊近高位 好淡輪各取所需
騰訊(0700)手機遊戲《王者榮
耀》被批評為股價帶來的衝擊逐步
過去。騰訊上周累升5.8%，迫近
上月的歷史高位。如看好騰訊再創
新高，可留意騰訊認購證(17053)，
行使價303.53元，12月到期，實
際槓桿9倍。相反，如看淡騰訊，
可留意騰訊認沽證(16080)，行使價
259.8元，12月到期，實際槓桿9
倍。
港交所(0388)上周升5.2%。如看

好港交所，可留意港交所認購證
(12774)，行使價212元，12月到
期，實際槓桿9倍。如對港交所中
長線表現有信心，可留意長年期港
交所 認 購 證 (16514)， 行 使 價

228.2元，2018年5月到期，
實際槓桿6倍。
本文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

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
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

等資料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
或遺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資料並不構
成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邀請，建議
或推薦。認股證/牛態證屬無抵押結構性產
品。

■本欄逢周一刊出

人幣回穩 吼大中華股票基金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經理人陳舜津指
出，隨着耶倫上周證詞釋放鴿派訊號，
關注通脹放緩而預期未來利率上升空間
不大，美元階段性走弱，使得人民幣面
臨的外部壓力減輕，有利人民幣趨勢性
貶值壓力大減，未來將進入區間波動，
讓人民幣資產再度吸引投資者。

美元走弱 人幣資產吸引
他指出，中國官方推動供給側改革，

驅動產業復甦，今年以來，滬股通、深
股通成交金額規模持續攀升，特別是5月

以來滬深股通成交金額超過港股通，資
金北上注入A股市場的熱情較高。
陳舜津分析，今年是全球超級政治周

期，市場曾經擔心「黑天鵝」，但是從
目前看來，已平穩度過，觀察各主要資
本市場的「估值」，A股展現吸引力，不
論從絕對水準的跨國橫向比較，還是從
自身歷史估值的相對的位置，都較歐美
市場更低。

A股續受惠改革紅利
他進一步認為，以人民幣雙向波動區

間確立和A股納入MSCI為契機，外資有
望對A股底部區域形成支撐；觀察金融
業、房地產和工業對中國GDP增速的貢
獻率，2015年靠金融，2016年靠地產，
今年則靠地產、工業。

申萬宏源上周發佈報告，預測今年中
國第2到4季度經濟年增率依序為6.8%、
6.7%、6.6%，總體平穩，A股環境將面
對三個確定：全球及中國經濟復甦、流
動性收緊、官方改革紅利落地。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上周在國會釋放鴿派訊號，加息

步伐放緩，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家族又陷入「通俄門」

政治風暴，讓美元轉弱，有利人民幣回穩，投資者本季

起不妨擁抱人民幣資產，尤其是享受政策紅利的大中華股票型基金，

堪稱爭取投資果實、落後補漲空間的優選。 ■保德信投信

通脹不振壓美元 黃金乘勢反撲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本月初公佈的美國非農就業數據好於預期，支
持美元在上周初段上漲，美元兌日圓於周二觸及
四個月高點114.49日圓。之後特朗普長子電郵顯
示，俄羅斯在去年美國大選前支持其父競選，讓
市場擔憂財政刺激計劃恐難推進，以及美聯儲主
席耶倫在國會半年度聽證會上的演說不像許多人
預期的那樣鷹派，令美元承壓。再者，周五數據
顯示美國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持平，零售銷
售連續第二個月下滑，示意着通脹不振，國內需
求疲弱，削弱了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今年
第三次加息的可能性，美匯指數滑落至95.09，
刷新九個多月低位。

美12月加息概率降至47%
此外，美國勞工部稱，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持
平，因汽油和手機服務成本進一步下降。5月CPI
下降0.1%，6月未能反彈。在截至6月的12個月
內，CPI增長了1.6%，為2016年10月以來的最
小增幅，5月增幅為1.9%。商務部發佈的另外一
份報告顯示，6月零售銷售下滑0.2%，按年增長
2.8%。根據CME Group的FedWatch工具，金
融市場消化的12月升息25個基點的概率為47%，
低於數據發佈前的55%。

短線料區間爭持待破位
上周初黃金刷新接近四個月低位至1,204.45

美元，延續此前一周弱勢，之後在此反彈，至
周五升上1,232.76美元。技術圖表而言，在上
周初試探1,200美元關口未有破位後，反彈幅
度亦見明顯受制，短線有機會維持於低位區間
爭持。目前阻力參考上周受制的200天平均線
1,230美元，上周短暫破位，若後市可明確突
破，可望確認金價的回穩走勢。以最近一波的
跌幅計算，38.2%的反彈水平為1,240美元，
延伸至50%及61.8%則會是1,250及1,261美
元。至於下方支持將會繼續矚目於1,200美元
關口，需防範失守此區將重啟金價近月的弱
勢。
迎來本周，中美將舉行首輪全面經濟對話，

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將公佈政策決定。數據方
面，有中國第二季GDP，歐元區、英國通脹
數據，以及日本貿易收支等，料將為投資者提
供關於各地經濟表現的線索。

推介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滙豪

16967

下半年A股市場分析
基本面向 分析

經濟復甦 全球經濟首次呈現出同步復甦，歐元區、英國更優於預期；A股除了受

益於世界經濟好轉，中國經濟復甦主要受益於供給側改革、工業恢復元

氣，以及房地產去庫存帶動房地產的景氣。

流動性收緊 美國引領全球貨幣政策收緊，歐洲和英國央行動向耐人尋味；投資者應

關注中國金融監管，人民幣M2高增長格局很難出現，今年內增長率可

能會約9%，甚至更低。

改革紅利 中國召開「19大」和政府換屆，將掀起新一輪改革高潮，改革紅利落地

可期；下半年建議重點關注國企改革、雄安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資料來源：申萬宏源，2017年7月，保德信投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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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7月17-21日)

17
18

19
20

21

歐盟
英國

美國
美國
澳洲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英國

6:00PM
4:30PM
4:30PM
8:30PM
8:30PM
9:30AM
7:50AM
3:00PM
4:30PM
8:30PM
10:00PM
4:30PM

6月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6月消費物價指數#
6月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6月入口物價指數 (減除能源)
6月建屋動工(單位)
6月失業率
6月貿易盈餘(日圓)
6月生產物價指數#
6月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6月領先指標
6月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
-
-
-
116萬
-
-
-
-
24.3萬
+0.4%
-

+1.4%
+2.7%
+3.6%
0.0%
109.2萬
5.7%
2033.7億
+2.8%
+0.9%
24.7萬
+0.3%
67億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7月10-14日)

日期
10
11
12

13

14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日本
歐盟
德國
德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7:50AM
7:50AM
6:00PM
3:00PM
3:00PM
8:30PM

8:30PM
6:00PM
8:30PM
8:30PM
9:15PM
9:15PM
10:00PM
10:00PM

報告
5月來往賬盈餘(日圓)
6月貨幣供應#
5月歐元區工業生產#
6月批發物價指數#
6月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
濟人數
6月生產物價指數
5月歐元區貿易盈餘(歐元)
6月零售額
6月消費物價指數
6月工業生產
6月設備使用率
5月商業存貨
7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1.654兆
+3.9%
+4.0%
+2.5%
+1.6%
24.7萬

+0.1%
214億
-0.2%
0.0%
+0.4%
76.6
+0.3%
93.1

上次
1.952兆
+3.8%
+1.2%
+3.1%
+1.5%
25.0萬

0.0%
179億
-0.1%
-0.1%
+0.1%
76.4
-0.2%
95.1

R

R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