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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價7連升 人幣即期掉頭急挫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幣匯率連升7個交
易日後，開始重現雙向波動的跡象。人行
昨日公佈的中間價報6.537，較前一個交
易日升值298點子，為15個半月新高，
為連續第7個交易日調升，亦是2015年
10月以來的中間價最長連漲記錄。但即
期匯率卻出現好淡激烈爭持的場面，在岸
CNY和離岸CNH均曾在數分鐘內暴升暴
跌200餘點子，最終淡友佔據上風，CNY
和CNH雙雙跌至6.55水平，創逾7個月
最大跌幅。

CNY和CNH均跌穿6.55
人行昨日公佈中間價後，CNY早市向

好，曾在數分鐘內狂升200餘點子，於九點
半見6.517的全日高位，但之後在短時間內
急劇狂瀉，將升幅消失殆盡。午後跌勢進
一步擴大，於下午四點半見6.5592的低
位，較前一個交易日跌逾300點子。CNH
的走勢更加波動，於上午九點多先暴跌200
餘點子，再收復全部失地，此後又反覆向

下，於下午五點半見6.5603的
低位，跌幅亦超過300點子。
截至傍晚6點17分，CNY和
CNH 分 別 報 6.5515 和
6.5576，跌幅仍逾200點子。
有交易員指出，昨日結售匯

主導市場，午後伴隨美元指數
反彈，一些美元多頭開始築
倉，離、在岸人民幣均大幅回
調。他們並表示，近期人民幣
連升多跟客盤結匯有關，但接
近6.515附近後，大行出手收

走部分美元流動性，客盤購匯需求也隨後
湧出，短期結售匯相對均衡；後續需繼續
關注美元指數走勢，料近期匯價在6.5-6.6
之間稍事盤整。

人幣短期料6.5-6.6整理
路透社引述中資行交易員指出，

「（昨日）一開始有些踩踏，但大行也有
出手收些美元流動性，後面客盤也出來購
匯，沒有之前那麼單邊了，應該是大行希
望雙向波動。」另有中資行交易員稱，這
波單邊上漲行情最近可能會結束，但大漲
之後應該不會立刻大跌，預計最近人民幣
可能在6.5-6.6之間整理。

美元即使反彈 人幣下跌有限
分析普遍認為，當前市場做多人民幣

情緒明顯高於做多美元情緒，即便美元出
現企穩反彈，人民幣下跌空間料有限，因
此持有較多美元頭寸的客戶仍需尋機結匯
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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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朝鮮半島局勢近期持續動盪，而人民

幣匯率卻不斷攀升，甚至有投資者將之視為避險工具。不過，昨日

人民幣匯率已大幅回軟，有「新興市場之父」稱號的麥樸思亦指

出，人民幣這一輪升浪並非因為它變得強勢，而是美元變得弱勢。

不過他亦承認，基於整個新興貨幣表現良好，人民幣現時仍被低

估，相信未來一段時間仍可持續升值。

鄧普頓資產管理新興國家投資團隊執行
主席麥樸思昨於記者會上表示，朝鮮

半島是否會引發戰爭仍是未知之數，難以
預測未來會有什麼事發生。近期人民幣兌
美元轉強，主因是美元下滑和市場對人民
幣低估所致，由於人民幣匯率被央行嚴格
控制，因此他相信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不
會太大，未來仍會有上調空間，但升幅不
會太快。

經濟增長量實較高速期更大
有分析擔憂若股市亦會受到朝鮮局勢的
影響，隨時都有可能暴跌。麥樸思亦認
同，若美國和朝鮮開戰，市場上沒有投資
者可以幸免。不過他對股市整體表現仍持

正面看法，指目前內地的經濟增長雖然僅
約6%至7%，但因經濟規模龐大，實際增
長量其實較2010年之前的10%更大，加上
內地經濟近期加快復甦，而市場槓桿率顯
著下降，相信內地和香港股市均將受惠於
上述因素。

有信心中美不會爆發貿易戰
被問及中美兩國之間會否爆發貿易戰

時，麥樸思回應稱，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
易協議難以被破壞，有信心「如此重大的
貿易戰難以發生」。不過，為應對市場上
的不確定因素，投資者在資產配置上要分
散風險，投資於不同市場。由於新興市場
表現增長速度較快，因此可以將更多資產

投放於新興市場。他建議投資者關注印
度，聲稱「印度如十年前的中國」，不僅
經濟增速較快，而且正在實施改革。

看好內地保險消費資源板塊
在板塊方面，新興市場團隊基金經理莫

家良表示，睇好內地的保險、消費和資源
板塊。因為近年內地受惠於消費升級概
念，奢侈品和價格較高的汽車，於市場佔
比將會上升；另外，過去幾年油價基數減
低，而資產投資減緩，在產能未必與需求
同步的情況下，石油亦是其中一個被睇好
的板塊。麥樸思看好科技股的表現，主要
由於內地電子商務受惠於消費市場帶動，
令其生意額逐步上升。

「新興市場之父」料人幣穩升
麥樸思：內地加快復甦 A股及港股將受惠

匯豐證券選出多隻
受惠人民幣升值股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港股逐漸消化朝鮮局勢帶
來的負面因素，部分意見更
認為，人民幣成為「避險
地」，將有利A股及港股表
現，昨日A股主要指數均見向
上，一度倒跌過的港股也因
此回升，全日恒指微升1點報
27,741點，惟成交縮減至776
億元。雖然人民幣匯率昨日
有所下滑，但匯豐證券仍上
調人民幣的升值預測，並列
出 19 隻受惠港股及 13 隻 A
股。
匯豐證券在MSCI中國指數

中篩選出25隻受惠人民幣升
值的股份，當中港股有 19
隻。包括昨日微跌的「股王」

騰訊(0700)，大升7.7%的融創(1918)，以
及升3.5%的碧桂園(2007)等(見表)。

北水南下情況料保持強勁
匯證的外匯策略師又上調了人民幣匯率

預測，今年年底的預測由6.90升至6.50，
明年底的預測由7.00升至6.70，主要因為
內地似乎繼續容忍近期人民幣升值。該行
指，從過去八輪的人民幣升值周期來看，
內地市場以外的中資股表現都較好，當中
以內房股、信息科技，以及必需消費板塊
較突出，相信內地資金「南下」的情況仍
會保持強勁，因為內地投資者對海外金融

資產有需求，港股估值也具吸引力。
事實上，由於內房企業公佈8月份銷售

數據，加上有大行唱好，昨日內房股受到
追捧，除融創大升外，合景(1813)也升
7.5%，綠城(3900)及佳兆業(1638)也升逾
4.6%，萬科(2202)升3%。中駿置業(1966)
早前趁高配股，昨日仍創4.15元及4.11元
盤中及收市新高，全日大漲7.3%，旭輝
(0884)亦升8.5%收市。內房股造好也使國
指升8點報11,191點。

內房股續受捧 教育股發威
此外，教育類股份昨日也少有地獲資

金大舉吸納，宇華教育(6169)和睿見教育
(6068)同創上市新高，收市分別升11.3%
和8.3%。獲納入「港股通」交易範圍的
民生教育(1569)收升11%，新高教(2001)
指新學年已加學費最少5%，加上正物色
併購，收市升8%，連帶楓葉教育(1317)
亦有4.7%進賬。

九倉標青 ASM重返紅底股
基金愛股半導體股中芯(0981)全日大漲

12.2%，ASM太平洋(0522)升8.6%，重返
紅底股收市。細價股亦熱炒，其中中國生
物資源(8129)有異動，炒高最多1.06倍至
0.06 元，最終收 0.044 元，升幅仍有
51.7%。個別股份方面，九倉(0004)受惠
分拆九龍倉置業主板上市，全日升
3.6%，是表現最好藍籌股，母公司會德
豐(0020)亦升逾1.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市建局卑
利街╱嘉咸街發展計劃地盤C昨日公佈招
標，項目提供43.35萬方呎商業樓面。市建
局公佈邀請27家發展商及財團入標，10月
9日截標。消息指，招標條款列明今次不設
分紅，將以價高者得形式分勝負，模式類
似政府官地招標。但須留意，項目部分樓
面包括歷史建築及零售、公眾休憩空間需
交還該局。

不設分紅 價高者得
翻查資料，項目早前收到28份意向書，而
最終只得27個財團獲邀，即有一間財團落

選。而早前入意向財團包括長實、遠東發
展、龍光地產、德祥地產、鷹君、爪哇、新
地、利福國際、中國海外、莊士機構、南豐
集團、英皇國際及會德豐地產等。
消息指，招標條款內還列明項目的零

售、公眾休憩空間及一級歷史建築「永和
號」唐樓須交還該局，零售及休憩空間面
積不少於1.9萬方呎及1.4萬方呎，而中標
財團亦要負責「永和號」的保育工作，市
場預料會影響估值。

43萬呎樓面估值逾百億
發展商持有項目寫字樓、酒店及部分車

位，寫字樓樓面約30多萬方呎(包括零售樓
面)，不設拆售限制，酒店樓面約10萬方
呎。根據市建局資料，項目佔地28,901方
呎，可提供433,520方呎樓面，作辦公室、
酒店及零售用途。業界估計項目最終或有約
10發展商入標，預計每呎樓面地價19,000元
至24,000元，估值82.37億元至104億元。
卑利街╱嘉咸街發展計劃共有3個地盤

(A、B 及 C)，分階段發展。2012年4月曾
批出B地盤予長實作住宅及零售發展，總樓
面近19.15萬方呎，興建約177伙；其後於
今年3月批出A地盤予信置，可建商住樓面
近10萬方呎，提供單位116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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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創新板諮
詢剛於8月中結束，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昨表示，目前收到的回應達數百份，初
步來看，大多數市場人士對設立「創新板」
反應正面，該所正就此討論，期望數周後有
總結出台，並制訂進一步的工作計劃，其後
或作第二輪諮詢。李小加在接受外電訪問時
表示，香港需覓新途徑來吸引創科公司上
市，以保持本港的競爭力。

市場意見多接受同股不同權
他又指，諮詢回來的大部分意見，均表

示若有需要，可接受本港引入雙重股權架
構，但必須對投資者有一定保障；對於容
許未有盈利的公司上市，諮詢意見亦強烈
支持。

設保障系統等問題冀獲共識
他期望不用再花費數年時間才完成今次

的諮詢，故他指，有關創新板的諮詢會非
常密集地進行。他舉例說，港交所下一步
會推動有關創新板規則的諮詢，包括需要
設立怎樣的保障系統、是否需要設立「日
落條款」、散戶能否參與，以及應否在主
板中，另立新的章節，相信這些問題均可
在規則諮詢中取得共識。
至於曾有人批評「創新初板」上市的公

司質素會很差，他認為，認真的人會認真
討論問題，若果監管當局發現市場有操縱
或不合規的行為，監管者自會採取適當行
動，並認為證監會已有充足的市場工具。
他續反駁，指風險亦是投資的因素之一，
而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亦容許新企業上
市，企業的失敗率也不比其他市場低，但
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場。
早前華多利(1139)遭港交所要求除牌，李

小加表示，除牌是一個有挑戰性的項目，
曾有人批評本港在公司除牌方面不及內地
反應迅速，他亦同意這個觀點，認為有改
善空間，又指創新板中的建議，正能讓公

司的除牌能更有效率地進行。

將拓「商品通」正與業界溝通
李小加又透露，下一步內地與本港的

「互聯互通」，將會發展「商品通」，目
前正與本港不同的商品持份者作溝通工
作，但本港的商品交易向來不太成功，難
以向其證明「商品通」可帶來成效。港交
所亦自建商品交易市場，如倫敦金屬交易
所(LME)及前海商品交易所等。而談及
LME，他指過去部分費用設立得過高，部
分卻過低，故未來會重新調整 LME 徵
費。

互聯互通須覓雙方妥協方案
至於「ETF 通」、「新股通」等，據消
息指出，內地提出若要開通上述領域，本
港需要跟隨內地實行「實名制」。李小加
拒絕評論傳聞，但表示內地與香港市場的
發展歷程和市場制度不同，不會亦不應輕
易改變，尋求互聯互通時，須覓得雙方同
意的妥協方案，不可能完全改變本身做法
去遷就對方。
對於積金局拒絕將滬、深交易所納入為

強積金投資的認可交易所，李小加表示完
全尊重積金局的決定和考慮。另外，李小
加又透露，該所仍與沙特阿美及內地政府
商談，希望可促成沙特阿美在港上市。

李小加：創新板或需次輪諮詢

■李小加稱，香港需覓新途徑來吸引創科公
司上市，以保持本港的競爭力。 路透社

市建局嘉咸街地盤招標

■麥樸思相信人民幣可持續升值，港股和
A股將受惠內地經濟加快復甦。

■■麥樸思稱麥樸思稱，，人民人民
幣現時仍被低估幣現時仍被低估，，
未來仍會有上調空未來仍會有上調空
間間。。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19隻港股

騰訊(0700)、融創(1918)、碧桂園(2007)、
比亞迪(1211)、長汽(2333)、復星(0656)、
石藥(1093)、中國生物製藥(1177)、康哲(0867)、
申洲(2313)、北控水務(0371)、中燃氣(0384)、
金山(3888)、光大國際(0257)、玖紙(2689)、
民航信息網絡(0696)、安踏體育(2020)、
舜宇(2382)、中車時代(3898)

13隻A股

紫光(000938)、科大訊飛(002230)、
信立泰藥業(002294)、康得新(002450)、
立訊精密(002475)、老板電器(002508)、
浦發銀行(600000)、上海機場(600009)、
華夏銀行(600015)、上港集團(600018)、
宇通客車(600066)、中航資本(600705)、
南京銀行(60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