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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息9年高 地產股照升

告別負利率 港銀加息搶定存
中銀：港資金充裕 恒指明年上望34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岑健樂）美聯儲

一如預期加息 0.25 厘，

息魔亦步亦趨，議息聲明

預計明年和後年每年再加

息3次，美國及本港明年

料將告別負利率時代。中

銀 香 港 （2388） 昨 預

期，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

間明年或調升到2至2.25

厘之間，市場「有機會出

現質的變化」。但該行預

期本港資金充裕，可以

「頂得住」，港股明年可

上望 34,000 點。而面對

美息趨升，平錢不再來，

港銀亦部署上調存息「搶

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周曉菁）
美國加息0.25厘後，港元拆息持續上升，1
個月拆息昨升至1.09893厘，較周三升約1.8
點子，再創9年新高。股市也受到影響，早
前偷步炒上的本地銀行股普遍下跌，但地產
股卻無懼「息魔」，地產指數升約1.1%。金
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若明年拆息仍持續高
企，銀行資金成本有上升壓力，最優惠利率
(P)可能上調。金管局昨日亦將貼現窗基本利
率增加0.25厘，報1.75厘水平。

陳德霖：拆息再升銀行或加P
陳德霖指出，拆息上升有很多因素造
成，現時同業拆息近1厘，目前很難斷言本
港的加息步伐，只可以肯定香港利率會隨
美國利率正常化而上升。另外，他又否認

金管局不希望見到港匯貶值至7.85的弱方
兌換保證說法，認為這是香港利息正常化
的必經階段。

美元頭寸充裕 港走資影響微
對於資金外流的憂慮，陳德霖回應稱，美
國的稅改或令通脹及利率上升的速度較預期
快，金融環境料將逐步收緊，但他強調，香
港的美元頭寸相當充裕，即使有美國企業將
資金調回到本土，香港所受的影響也會較其
他地區輕微。

大市倒跌 港金融股獲利回吐
港股昨日先高後低，美聯儲的議息結果偏

向「鴿派」，預測明年只加息三次，比市場
預期的少一次，恒指跟隨美股強勢高開，並

升過145點。由於加息的步伐略緩，加上A
股下跌，本港的金融股普遍有獲利回吐，拖
累恒指全日跌55點，收報29,166點，失守20
天線，成交額約1,070億元。
友邦(1299)領跌大市，挫2%收報62.2元，
跌穿10天及50天線，國壽(2628)亦跌1%報
24.5 元，平保(2318)繼續在 80元大關前受
壓。本港銀行股也回吐，匯控(0005)先高後
低，收市跌0.5%報79.55元，中銀(2388)創過
歷史新高後，收市倒跌近2%。

商品房銷售增速 內房股受捧
地產指數升 1.1%跑贏大市。當中新地

(0016)升3.2%最突出，恒地(0012)升1%，新
世界(0017)升 1.4%，信置升0.9%，惟長實
(1113)及會德豐(0020)各跌0.5%及0.28%。內
地房地產投資增速今年最慢，但商品房的銷
售額略為加快，內房股有支持，碧桂園(2007)
升4.2%報13.32元，是升幅最大藍籌。

易易壹：將聚焦內銀醫藥股
對於港股的前景，易易壹金融（0221）董事

蔡佑徽昨於傳媒午宴上表示，北水持續流
入，恒指明年上半年有望上探35,000點，但
內地為防止資金外流仍會繼續出台措施，下
半年的風險就有機會增加，他看好內銀及醫
藥股，認為將會是明年上半年的焦點。董事
總經理馮錦成認為，美國明年仍有機會再加
0.25至0.75厘，但短期內只會對同業拆息有
影響，經濟不會有太大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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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昨一度升恒指昨一度升145145點點，，
收市倒跌收市倒跌，，成交額約成交額約
11,,070070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中銀香港（2388）發展規劃部經濟及政策
研究主管謝國樑昨出席記者會時預期，

美聯儲明年將按部就班，有序進行加息及縮
表計劃，結束現時負利率局面。他提醒美國
若落實稅改，加上美息趨升，料將吸引資金
流入當地市場，對全球資產配置或帶來影
響，但該行認為美加息對本港實體經濟並未
有帶來負面的影響。

外圍支撐 港明年GDP料增3%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蔡永雄預期，明
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可達3%，
主要受惠於外圍經濟持續增長，支持本港的
出口外貿，以及金融市場暢旺及私人消費錄
得增長等。
美國年內第三次加息，雖然港銀昨仍然
「企硬」未有上調最優惠利率，匯豐亦維持
利率於5厘水平不變，但有部分銀行就調高
定期存款年利率先行「搶錢」。現時大部分
銀行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已經升穿1厘，最高
港元定存年息介乎1.2厘至1.58厘不等，然而
根據政府統計處上月公佈數據，10月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1.5%，意味過去幾年大部分銀行
提供的存息都追不上通脹，然而隨美國加
息，日後銀行存息低於通脹的情況將成為歷
史。
在美聯儲加息後，昨日本港拆息亦抽高，1
個月及3個月的港元同業拆息均創08年海嘯

後新高，其中，1個月1.09893厘，為08年海
嘯後新高，顯示資金緊絀情況。

金管局提醒美升息或超預期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指出，港美息差進一步

擴闊及美國稅改可能會導致資金流走，令港
元最終貶至7.85的弱方兌換保證。他說：
「我不能確切預測香港的利息正常化步伐，
只能說將會跟隨美國利息正常化而開始上
升。」又提醒，美國通脹和利率的上升速度
可能較目前市場預期更快，希望大家作出財
務安排時切記做好風險管理。
謝國樑則認為，港美息差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導致本港資本外流，但他看好本港銀行體系總
結餘有約1,800億元，預期本港仍「企得相當
穩」。他相信在利率逐步攀升下，銀行存款吸
引力將增加，而資產市場的吸引力將下降。

市場資金流將波動 小心風險
而在港股方面，謝國樑預期受惠於本港資

金流動性充裕及企業盈利持續增長，料恒指
明年可上望34,000點，全年日均成交達950
億元。他又指港股市盈率約15倍，相對環球
市場不算昂貴，但提醒隨着美國加息等因
素，料外圍資金流向出現較大波動，呼籲投
資者小心風險。
渣打香港大中華及北亞洲地區金融市場主

管陳銘僑則認為，特朗普如成功落實加強基

建投資，不排除資金會進一步回流美國本
土，但此舉正面對不少政治阻力，料明年成
功落實計劃的機會不高。

匯豐：勢頭向好北水續湧港
匯豐環球投資管理亞太區投資總監馬浩德

認為，今年全球通脹率比預期低，加上企業
盈利上升及全球經濟同步發展，帶動香港經
濟與股市同時造好，相信明年勢頭會繼續向
好，料北水將繼續流入港股，及明年經濟衰
退和央行政策失誤發生的機會不高。該行環
球新興市場股票主管Nick Timberlake則表
示，看好科技股及基建與工業相關股份，主
因行業盈利持續向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岑
健樂）美聯儲昨宣佈加息0.25厘，港
元銀行同業拆息（HIBOR）亦同步抽
升，當中1個月期HIBOR昨報1.09893
厘，單日升0.01788厘，創下自2008年
底的新高；隔夜息昨報0.23518厘，單
日 升 0.12572 厘 ； 1 星 期 拆 息 報
0.32821，單日升0.09821厘；2星期拆
息報0.47714，單日升0.04885厘。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表示，本港利

率處於低水平，但相信日後會逐漸跟隨
美息正常化，又指現時銀行同業拆息
（HIBOR）已升至約1厘，若明年持續
高企，銀行或有成本壓力，屆時可能要
上調最優惠利率（P）。而金管局昨亦跟
加 0.25 厘，調高貼現窗利率至 1.75
厘。

匯豐：拆息抽升受年結影響
對於港元拆息抽升，匯豐環球投資

管理亞洲信貸投資主管梅立中認為，港
元拆息上升主要受新股凍資及年結影
響，強調現時港銀資金仍然充裕，因此
相信香港不會即時跟隨美國加息，但認
為若美國明年維持現有加息步伐，香港
遲早會跟隨加息。

中銀：明年中後加P機會高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卓亮認

為，雖然本港資金仍然充裕，但美加息
令港元拆息有上升壓力，目前難以預測
本港何時會調升P，但相信在明年下半
年比明年上半年調升P的機會較大。他
又指目前本港約9成按揭貸款均使用
HIBOR，因此日後即使上調P，影響
力或不如以往般大。

渣打：1個月拆息稍後料降
渣打香港大中華及北亞洲地區金融

市場主管陳銘僑同樣認為，本港資金仍
然充裕，料是次美加息對港拆息不會有
太大刺激，又指IPO熱潮過後資金釋
出，隔夜拆息低至0.1至0.2厘，因此
他預期1個月HIBOR難持續停留在1
厘以上，稍後有機會略為回落，料本港
暫時無調升P的壓力。

加息緩慢 料有更多企業發債
陳銘僑預期美國明年上半年會加息2

次，下半年加息機會少於一半，又指美
國如繼續加息，香港拆息雖然會跟隨向
上，但幅度未必跟足，除非金管局增發
票據抽走資金、美國加息步伐緩慢鼓勵
更多企業發債，及十九大會議鼓勵內地
企業在港發債，令明年下半年的發債情
況活躍。他認為，除非港美息差擴大至
0.8至1厘，否則套戥活動令港匯跌至
7.85的弱方兌換保證水平機會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岑健
樂）美國加息及縮表計劃似乎正陸漸推
進，環球經濟亦漸見改善，但各方對於
明年投資前景亦見隱憂。匯豐環球投資
管理亞太區投資總監馬浩德昨認為，
「金髮」經濟即高增長和低通脹並存的
經濟環境似乎正在消退，提醒低通脹有
機會反彈，各地央行或加快其加息步
伐。

利好因素續支撐企業盈利
馬浩德表示，環球股市及新興市場

年內均錄得豐厚回報，歸因主要經濟體
系同步增長、低通脹及企業盈利強勁所
帶動，料有關因素在2018年繼續支持企
業盈利。但他認為市場對增長預期正在
增加，然而政府政策對未來經濟增長的

支持可能有所減弱，加上通脹雖然持續
處於低水平但有機會已見底，當各地央
行加快加息步伐，料很多以現時情況計
價的資產類別或因而有大幅度的調整。

利率趨升 提醒資產已高企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及政策研

究主管謝國樑同樣認為，利率從低位趨
升，提醒資產市場已升至高位，將可能
增強市場觀望情緒。他亦提到在岸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在今年首11月升值約
4.5%，扭轉過去3年跌勢，但隨着美加
息步伐，料對人民幣將構成一定壓力。

人幣明年底料升至6.45水平
渣打香港大中華及北亞洲地區金融

市場主管陳銘僑則表示，由於內地實施
金融去槓桿的關係，內地息率在農曆年
前會有波動及幾次飆升，而明年內地拆
息會偏緊，因此人民幣匯率會相對較穩
定，預期明年上半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
會在6.5至6.7徘徊，而下半年人民幣
匯率更會掉頭向上，料明年年底美元兌
人民幣匯率會企穩在6.45至6.5水平。
陳銘僑又提醒大眾，現時投資市場仍有
不明確因素，如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問
題。

憂「金髮」經濟消退 低通脹或反彈

銀行業指暫無加P壓力

大行評美加息及對港影響
■金管局：

港美利息差距進一步擴大，最終會導致資金從港元流向美元，
美國快將通過的稅改，亦可能會對香港利息走勢造成影響，會
令所有新興經濟體的金融環境逐步收緊。美國通脹和利率的上
升速度可能較目前市場預期更快，大家切記做好風險管理。

■中銀香港：

美聯儲明年將同步有序縮表和漸進加息，料加息3次。香港流
動性仍充裕，但明年上調最優惠利率壓力將大幅增加，資產市
場已升至高位，將可能增強觀望情緒，預期明年香港經濟增長
3%，與過去十年平均增長率2.9%相若。

■匯豐環球投資：

央行因通脹加劇而加快其加息步伐是明年主要風險，很多以現
時情況計價的資產類別或因而有大幅度的調整。相比其他資產
類別，股票整體看來較具吸引力，尤其是新興市場股票的估值
普遍較吸引。

■恒生經濟研究部：

目前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達約1,800億元，料下降至數百、甚
至數十億元，銀行才會有較大誘因提高港元利率以爭取存款。
總體而言，目前本港緩衝空間比較大，明年下半年香港銀行加
息的機會較明年上半年高。

■領航：

儘管美國通脹持續低企，惟聯儲局着重於維持勞動市場的強勁
表現，意味着在2018年將繼續上調利率，令政策邁向正常化。
市場還未消化聯儲局預期明年加息3次的政策路徑，這可能導
致市場短期波動。

■中銀謝國樑(中)稱，美加息對港實體經濟未
有負面影響。左為卓亮，右為蔡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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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提醒，港
美息差進一步擴闊，
可能會導致資金流
走。 資料圖片

■渣打陳銘
僑預期，內
地息率在農
曆年前會有
波動及幾次
飆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