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光中期多賺1.7倍派特別息

20172017年年88月月11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中  國  經  濟B3 ■責任編輯：黃遠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811」新匯改迎來兩周年，人民幣匯率節節攀

升，本周連續第三日大漲。人行昨日公佈的中間價報6.6770，較上一交易日升值305點

子，即期匯率亦水漲船高，在岸CNY衝破6.66關口；離岸CNH亦大漲200逾點子，三者

再度齊齊創下逾10個月的新高紀錄。分析普遍預料，短期內人民幣仍會繼續上漲，且漲幅

會超出亞洲其他貨幣的升值幅度。

匯改兩周年 人幣再破頂
在岸CNY衝破6.66 分析：短期漲幅冠亞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
晨 上海報道）美國特朗普政
府正考慮依據《美國貿易法》
第301條款，對中國IP（知識
產權）制度發起調查，且近來
特朗普再次通過社交媒體，對
中國對美大規模貿易順差表示
不滿。
中金公司宏觀分析師劉鎏相

信，中美兩國在個別領域發生
貿易摩擦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貿易摩擦或最先出現在鋼鐵貿
易及IP領域，但中美爆發大規
模貿易戰的概率微。

鋼貿IP領域最先受波及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

的《特別301報告》中，中國
始終在其重點觀察名單上。」
劉鎏提醒說，美國去年5月對
來自中國的耐腐蝕扁鋼徵收最
高達450%的反傾銷稅和反補
貼稅，今年2月又宣佈對從中
國進口的不銹鋼板、鋼帶徵收
75%左右反傾銷稅。此外，特
朗普競選時曾多次詬病中國在
IP保護方面的不足，鑒於此，

中美貿易摩擦或最先出現在鋼
貿和IP領域。
「貿易政策方面，美國總統

無須國會批准，便可對他國進
行貿易調查並採取制裁措
施。」劉鎏指出，「縮減中美
貿易赤字」是特朗普競選承諾
之一，特別是在醫改受挫，稅
改、基建尚無眉目背景下，其
重心或轉向貿易政策，美國雖
不會立即對中國進行制裁，但
會率先發起貿易調查。
記者留意到，5月12日，中

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在農
產品、金融服務、投資、能源
等領域達成初步共識，雙方還
同意進一步討論兩國經濟合作
一年計劃。
劉鎏說，中美若能達成更

多共識，將有益於避免貿易
摩擦的升級，反之，不排除
美國政府單方面採取措施的
可能性。

華佔美進口比重逾20%
在談及貿易摩擦升級後對中

國的影響時，劉鎏介紹，上世

紀70至80年代，日美不斷出
現貿易摩擦，但日本佔美國進
口比重卻升至1986年的22.1%
頂峰後方才回落，此後至1990
年，日本佔美國進口份額年均
下降1個百分點。他續稱，去
年中國佔美國進口比重為
21.1%，接近日本的歷史峰
值，若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或
令中國佔美國進口比重每年下
降1個百分點，即中國對美出
口減少5個百分點，並對中國
GDP造成約0.12個百分點的
拖累。

摩擦若升級對華影響微
劉鎏強調，鑒於國際貿易替

代性，中美貿易摩擦對兩國對
外貿易總量的影響或低於對雙
邊貿易的影響，且若美國率先
對中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
施，中國亦可能採取反制措
施。
他並指，中國已躋身全球第

二大進口國，去年進口佔全球
的 9.9% ， 僅 次 於 美 國 的
13.6%，因此中國在貿易談判
中有更大主動權；另一方面，
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對象
國，僅次於加拿大和墨西哥
（北美自貿協定成員國），且
中國佔北美自貿協定以外地區
出 口 份 額 已 超 過 美 國 的
9.6%，至10.9%，因此中國在
全球貿易談判中有足夠大的迴
旋餘地。
中金公司方面預計，中美出

現大規模貿易戰的概率不大，
即便近期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
調查，提高部分商品關稅或非
關稅壁壘，對中國經濟的總體
影響也不會很大。

中金：中美貿易摩擦升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萬達酒店（0169）昨日公
佈，集團就資產重組交易訂立不具約束力框架協議，擬以63
億元人民幣代價，向間接控股股東王健林旗下萬達文化，收
購萬達文旅全部股權，將以現金、發行代價股份及或可換股
債券方式支付。
重組完成後，萬達集團基本上將文旅業務注入至萬達酒
店，令萬達酒店成為集團文化旅遊產業的旗艦上市平台。萬
達酒店昨復牌後一度大升逾4成，收市報1.39港元，升
19.83%。
據公告披露，萬達文旅主要從事主題公園設計、建造及營
運管理業務。同時集團還有一系列交易，包括向王健林旗下
大連萬達商業，出售桂林項目51%股權、倫敦項目60%股

權、芝加哥項目60%股權、悉尼及黃金海岸項目60%股權。
另外，集團亦以現金代價7.5億元人民幣向大連萬達商業，收
購萬達酒店管理全部股權。萬達酒管主要從事酒店設計、建
設及營運管理業務。

新增萬達大健康產業
日前內地傳媒引述萬達集團內部文件指，集團將調整架

構，由現時萬達商業、萬達文化、萬達網絡及萬達金融四大
產業以外，新增第五大產業萬達大健康。同時，萬達文化產
業旗下會再細分3個業務，包括萬達文旅、萬達影視，以及
萬達體育；當中，有關酒店管理、主題樂園、兒童娛樂、知
識產權等業務會納入萬達文旅之中。

萬達酒店獲注逾70億文旅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中國海外宏洋
（0081）昨公佈中期業績，上半年純利上升13%至7.12
億港元（下同），每股基本盈利為31.2仙，中期息每股
1仙。期內合約銷售額升60.6%至184.73億元，銷售面
積為173.59萬平方米，按年升26.3%。
公司指，期內集團及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合約銷售額

達184.73億元，銷售面積合共173.59萬平方米，與去年
同期比較，分別上升60.6%及26.3%。
由於毛利率上升2.8%至20.9%，期內毛利達18.91億

元，較去年同期則上升1.5%。毛利率回升主要受惠於
市場環境平穩和若干集團項目所處城市的樓市回暖所
致。
上半年，集團進駐青海省西寧市，並於合肥、鹽城及

西寧合共吸納4幅土地，發展面積合共近119.73萬平方
米，期內集團及集團之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合共持有之
土地儲備分佈於內地境內20個城市，總共約可提供興
建1,783.9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公司表示，將貫徹執行審慎的投資策略，並致力有序

地擴展經營規模和加快發展速度。
去年底已併購中國海外發展的物業組合及運作，推動

公司於部分正經營之城市的業務，以及擴展業務至具發
展潛力的新興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
樂）龍光地產（3380）昨公佈
中期業績，截至今年 6月底
止，公司純利錄得33.99億元
人民幣，按年上升1.66倍，未
計及投資物業及衍生金融工具
的公允價值變動及相關遞延稅
項的溢利，核心溢利上升1.95
倍至25.526億元人民幣，核心
溢利率達20.6%，每股基本盈
利為61.84分人民幣（約71.25
港仙）。公司宣佈，派中期息
每股19港仙及現金特別息每股
3港仙，合共派息22港仙，派
付股息總額佔核心溢利約
40%。
公司公佈，期內實現合同銷

售額按年上升約 34.2% 至
193.14億元人民幣，毛利金額
按年上升95%至123.82億元人
民幣，毛利率為39.5%。公司
收益按年上升約 94.6% 至
123.82億元人民幣。龍光地產
昨全日上升5.362%，全日收
報7.27港元，創上市新高，成
交額達3.38億港元。

續拓海外優質資產
公司指，隨着2017上半年

市場信心恢復、企業適應能
力的不斷提升以及經濟結構的
持續改善，在內地經濟總體平
穩的基礎上，未來經濟穩健發
展的態勢將愈加明朗。房地產

市場因城施策與去庫存基調不
斷深化下，熱點城市面臨量價
回調，而三四線城市有望延續
平穩走勢，預期將持續促進
房地產市場整體的平穩健康
發展。
期內公司向海外發展，年初

與合景泰富投得鴨脷洲利南道
大型住宅地皮，5月於新加坡
聯同新加坡南山集團於女皇鎮
Stirling Road投得另一幅市區
住宅地皮。考慮到內地房地產
市場的發展周期，公司下半年
會繼續物色優質的海外市場資
產，並將繼續參與具有盈利性
的城市更新項目，開拓多元化
的土地儲備。

中國海外宏洋半年純利增13%

官方公佈的中間價大升305點，
令看多人民幣的情緒進一步

高漲，在岸CNY昨日上午九時就
狂漲逾200點子，十時前已升穿
6.66關口，雖然之後有所回調，但
午後走勢又恢復堅挺，於傍晚六時
半見6.6540的全日高位。截至昨晚
七時報6.6545，較前一個交易日升
值超過250點子。離岸CNH的走
勢亦類似，上午九時半已高見
6.6655水平，其後升幅收窄，到午
後又反覆上升，截至昨晚七時見
6.6726，升幅亦達到200點子。

止盈需求限制上漲空間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表示，昨日早

盤匯價快速升至6.65元附近高點後
有逢低購匯盤，另有部分止盈需求
出手，限制了匯價上漲空間，但預
計短期調整空間較為有限。他們並
表示，近期人民幣連續單邊上行，

降低了結匯盤的出手意願，而看漲
人民幣逐漸成為主流，因此仍可等
待逢高結匯時機；但如果今日美元
兌人民幣收出探底反彈的陽線，那
麼短期人民幣的高點應該就在6.65
元附近。
興業證券分析師王涵認為，近期

在岸、中間價和離岸三者齊漲，從
升值幅度來看，在岸人民幣匯率強
於中間價和離岸匯率，這可能意味
着近期人民幣大漲，很大程度是市
場力量所推動。另外，日前財政部
對國企資金流出作出進一步限制，
可能成為壓倒市場空頭的「最後一
根稻草」，市場預期境內企業尤其
是國企的結匯意願將大幅提升。
對於未來走勢，王涵預計，短期

不排除人民幣匯率繼續上漲以至於
超出亞洲其他貨幣的升值幅度，出
現「超調」現象。中期人民幣匯率
將更多取決於市場力量，更傾向於

雙向波動，且可能會更有彈性，而
不是單邊的升值或者貶值。

今年重拾升軌漲逾4%
值得留意的是，今日是「811」
新匯改兩周年。在2015年的8月10
日，人民幣在岸價報6.2097，翌日
內地宣佈「811」新匯改後，人民
幣匯價應聲大跌，8月12日盤中跌
至6.4496的低位，單日跌幅超過
3%。此後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內，
人民幣不斷走弱，於2016年12月
28日盤中低見6.9818。但今年以來
人民幣重回升值格局，截至昨日的
全年升幅達到4.68%。
近期彭博對25家機構的經濟學

家、策略師以及交易員進行的新一
輪人民幣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者
認為，人民幣匯改將在年底前再下
一城，而擴大人民幣日間交易區間
最有可能。

■中金分析師表示，中美在個別領域發生貿易摩擦的可能性正
在增加。圖為中遠集團貨輪在美國港口卸貨。 資料圖片

■■「「811811」」新匯改兩周年新匯改兩周年，，人民幣匯率節人民幣匯率節
節攀升節攀升，，中間價中間價、、在岸價及離岸價紛紛創在岸價及離岸價紛紛創
逾逾1010個月的新高紀錄個月的新高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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