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人行昨日公佈的人民幣中間價報

6.2822，較前一日調高60點子，

實現三連升，續破2015年8月11

日「新匯改」以來的新高。但即期

匯率反而調頭暴跌，在岸CNY和離

岸 CNH 均曾雙雙下跌逾 700 點

子。市場猜測此現象與1月漲幅過

大過快、內地新公佈經濟數據偏弱

等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國際油價
穩步回升，利好石油行業。中海油服
（2883）首席執行官兼總裁齊美勝昨於媒體
交流會上表示，去年末油價回升速度加快，
公司的資本投資相對增加，陸上和深水業務
增加較快，工作量和裝備利用率都逐漸改

善，料今年裝備利用率目標達到約60%。
齊美勝透露，裝備利用率曾在2013年達

到90%的歷史高位，隨後便隨油價走低驟
減，2016年時曾降至50%以下。他稱去年
全年的裝備利用率可維持在50%以上，但
亦指出，對油田服務商而言，油價上升帶
來的積極效應有滯後性，供大於求的局面
並未完全扭轉。

堅持向重技術轉型
集團堅持重裝備向重技術的轉型戰略。齊
美勝表示，公司裝備完善，會更注重物探、
勘察、鑽井等專業技術的提升，公司也正着
力為海上風電、可燃冰等項目的推進，輸送
相應的技術支持。董事長呂波補充，期望
2020年時公司裝備和技術的產值貢獻可由現
時的二比一，轉變為各一半。

中海油服：今年裝備利用率升至6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樂視網經歷12個跌停後昨日終
迎開板，由於浮虧方急於脫手，抄底
方又想進入，該股收報5.08元（人民
幣，下同），漲幅為5.39%。而滬綜
指昨日早盤起跌破3,300點，權重股
齊挫，銀行、煤炭、水泥等領跌，截
至收盤，滬綜指收跌1.43%報 3,262
點，創業板指漲1.55%報1,641點，深
證成指漲1.23%報10,372點，兩市共
成交4,119億元，較上一交易日縮量
1,146億元。

全天成交額逾41億
昨日不僅是樂視網開板之日，亦是

其2.13億股限售股解禁之日，早盤樂
視網突遇大單抄底湧入，據同花順數
據顯示，全天樂視網成交量878.4萬
手，成交額41.1億元，盤中股價最高
報5.28元，距漲停價5.30元僅差0.02
元。截至收盤，樂視網收報5.08元，
漲幅為5.39%。
當天晚間，樂視網發佈股價異動公

告，確認當天換手率為29.06%，但表
示公司持股5%以上股東未有買賣公
司股票。有業內人士表示，自樂視網
連跌以來，估計持股股東戶均損失已
超過10萬元，而解禁股的持有方浮虧
已超過30億元。建議在獲得開板機會
後，應盡早出逃止損。對於試圖抄底
樂視網投資者，則提醒需注意樂視網
未根本性解除危機的事實。

銀行板塊跌幅居前
昨日上證50權重股大幅回落，開低

走跌近3%，並連續在兩日內巨挫近
6%。從跌幅居前的板塊來看，銀行跌
3.23%跌幅居首，煤炭開採跌2.11%，
中字頭股票、水泥等亦跌幅居前。
廣州萬隆對此認為，當前市場風格

轉換，權重股處在強勢補跌階段，反
而中小創隨着樂視網撬開跌停板開始
上演行情。不過近期產業資本也開始
大舉入場增持，預計A股並不具備持
續大跌的基礎，且隨着高位權重充分
補跌後，大盤階段調整或接近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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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美勝(右)預料今年裝備利用率目標達
到約60%。 周曉菁 攝

昨日上午中間價公佈後，在岸CNY及
離岸CNH雙雙反向走弱。CNY在午

間低見 6.3463，較前一日跌 761 點子；
CNH亦在午間跌至低位6.3776，跌700點
子，雖然午後小幅回升，但總體仍在低位
徘徊。截至昨晚七時，CNY報 6.3250，
CNH報6.3535，分別較前一個交易日下降
548點子和459點子。受惠人民幣走弱，每
百港元兌人民幣日間一度升至81.57，較前
一日低位接近80水平，急回近2%。

周浩：正常反抽而已
交易員指出，隔夜美匯指數大幅反彈，
中間價疑似繼續逆周期過濾，加上市場擔
憂過於強勢匯率可能影響出口，離岸CNH
調整帶動在岸人民幣一路狂跌。國際股市
震盪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為美指提供支持，
另外內地公佈的1月貿易順差遠低於市場
預期，也幫助拉低人民幣即期匯率，但市
場仍存較大結匯意願，該預期也會限制人
民幣調整空間。
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周浩認
為，人民幣昨日暴跌，只是過去一段時間
「暴漲」的正常反抽而已，即使貿易順差
創下低點，即使近期有一些官方的表態，
即使昨早股市繼續暴跌，但人民幣的突然
下跌，只反映出一個事實：市場上的人民
幣多頭實在太多了。
他認為，按照邏輯思維，接下來首先市
場會減少手中的人民幣多頭，這會造成人
民幣的繼續下跌；第二，人民幣下跌過程

中，市場的波動率會繼續提高；第三，波
動率提高之後，持倉水平將被迫降低。他
指，目前的波動率水平已經處於歷史高位
附近，在這個位置上繼續做多，下行風險
要遠遠大於上行風險。換句話說，市場的
波動率在目前的水平上，繼續做多並能好
好賺錢的可能性，其實非常低。

恒生調高在岸價預測
此外，恒生銀行昨日發佈中國經濟月

報，調高今年年末的在岸人民幣匯率，由
原先估計的 6.60 至 6.70，推高至 6.30 至
6.40。報告指出，人行於國際金融危機後

的一段時期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但數年前
開始轉向較中性的貨幣政策。去年初，人
民幣匯率扭轉連續三年的跌勢而開始回
升，人行的中性取態是目前支持人民幣匯
率的其中一個因素。
報告續指，其他支持因素包括內地經濟

回穩跡象轉趨明顯，及美元普遍轉弱等，
後者連同快速上升的美國國債利率，反映
近期市場對未來美國財政狀況的憂慮，去
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稅改法案，或會令
預算赤字在未來十年增加1.5萬億美元。若
果這種憂慮持續，恒生銀行相信美元會因
此受壓，進而推高人民幣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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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美匯指數
大幅反彈，在岸
CNY 和 離 岸
CNH昨天均曾
跌逾700點子。

資料圖片

美匯反彈 人幣借勢回吐
分析：上月升值過快 憂影響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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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擁有三大獨有優勢
1 地理位置：香港毗鄰內地，在地理和交通上最接近內地市場

和客戶，亦與全球各大商貿金融中心有全面和便捷的聯繫；

2 「一國兩制」：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香港維持繁榮安定。香港既有「一國」之利，也承「兩制」
之便，是與國際接軌的商貿、金融和現代服務業樞紐；

3 香港實行普通法，有利國際貿易和投融資。香港也是全球實
行普通法地區中唯一真正使用中英雙語制，中、英文同屬法
定語言，為國際和內地企業提供獨一無二的法律和司法體
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星展集
團昨公佈，星展香港去年多賺39.69%至
9.96億元（新加坡元，下同）（折合約
58.6億港元），期內總收入按年升5.76%
至22.23億元，其中淨利息收入按年升
9.26%至14.39億元，非利息收入則按年
微跌0.13%至7.84億元，而去年第四季表
現繼續有改善，單季按年賺多123%至
2.47億元，總收入亦按年升17%至6億
元。

今年貸款增幅5%至10%
星展香港行政總裁龐華毅昨出席記者

會時表示，環球經濟持續復甦，加上內
地收緊資本管制，不少中資企業因而來
港借貸，包括內地大型企業及本港發展
商，帶動星展香港去年貸款按年錄得
16%增長。他強調這些企業貸款質素維持

健康，又指本港今年1月貸款增長持續，
但在較高基數效應下，預期年內貸款增
長速度或不及去年，未來視乎經濟及匯
率等變化，料今年貸款增幅為 5%至
10%。
星展香港去年淨息差微升 1點子至

1.74%，他預期年內淨息差有望再擴闊10
個基點。星展香港董事總經理陳立珊解
釋，該行預期美聯儲年內有機會加3次
息，料將帶動本港銀行同業拆息增長，
加上該行會繼續優化存款結構，令非定
息存款比例增加，淨息差年內有望進一
步擴闊。

暫無意申請虛擬銀行牌照
另外，金管局早前就虛擬銀行指引作

諮詢，並擬於年內正式引入虛擬銀行，
對於在印度等地已推出虛擬銀行服務的

星展集團，問
到是否有意申
請本地相關牌
照，龐華毅指
對於金管局舉
措感到興奮，
認為本港日後
對虛擬銀行及
傳統金融機構
的監管要保持
一致，但星展
香港暫無意申
請虛擬銀行牌
照，該行會繼
續發展金融科技以加快數碼化發展。
星展集團去年全年賺多3.6%至43.9億

元，期內收入按年升4%至119億元創新
高，當中淨利息收入按年升 6.7%至

77.91 億元，非利息收入則按年倒退
1.2%至41.33億元，去年第4季表現亦符
合市場預期，另派末期息60仙及特別息
50仙。

陳德霖：正游說中外企港設財資中心

星展香港去年多賺近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在
《匯思》透露，正積極游說中外企業在
香港設立財資中心，其中超過40家企業
表示正在積極計劃或已經在港運作財資
中心，當中包括多家「財富」全球五百
大巨企。他指，香港擁有三大獨有優
勢，包括：毗鄰內地、實行「一國兩
制」及實行普通法，其他中心極難複製
或模仿，令香港繼續成為內地資金「出
海」的「首選地」。

背靠內地面向全球定位不變
陳德霖在剛過去的周末（2月3日），

於北京出席了特區政府舉辦的「國家所
需 香港所長──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
論壇」。他參與了第一場小組討論，題
目是「如何借助香港資本市場拓展『一
帶一路』建設」，陳德霖用八個字表述
香港的戰略定位──「背靠內地、面向
全球」，認為這戰略定位自香港在1842
年開埠以來，超過100多年都沒有改變，
往後幾十年亦不會變。
他指出，與其他商貿和金融中心相

比，香港擁有三大獨有優勢，即是：毗
鄰內地、實行「一國兩制」及實行普通
法，此三項優勢極難被其他中心複製或
模仿，故吸引內地企業來港拓展及管理
海外業務。陳德霖表示，截至去年3月，
在港中資企業近4,000家，總資產規模達
20萬億港元。它們當中不少都以香港作
為其海外業務的區域總部，近年更設立
企業財資中心，透過香港高效的金融市
場、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國際級

金融和相關專業人才等優勢，提升企業
營運效率及風險管理水平。

逾40財資中心計劃或已運作
陳德霖透露，自從特區政府在2016年

修訂《稅務條例》為企業財資中心提供稅
務優惠，並將稅率由一般的16.5%減半至
8.25%，金管局積極游說中外企業在香港
設立財資中心，其中超過40家企業表示正
在積極計劃或已經在港運作財資中心，當

中包括多家「財富」全球五百大巨企。
陳德霖表示，內地是全球經濟活力最

強的地區，「背靠內地、面向全球」無
論過去、現在、未來都是香港經濟金融
發展的磐石。回顧歷史，只要香港能夠
認定方向，自強不息，配合「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策略，抓緊眼前「一帶
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巨大機
遇，定必能為國家和自身發展作出重大
貢獻。

■■龐華毅指不少中資企龐華毅指不少中資企
業來港借貸業來港借貸，，帶動集團帶動集團
去年貸款按年錄得去年貸款按年錄得
1616%%增長增長。。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陳德霖指香港陳德霖指香港「「背靠內地背靠內地、、面向全面向全
球球」」的戰略定位往後幾十年亦不會變的戰略定位往後幾十年亦不會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太古
集團創始家族成員首度出掌香港上市的
太古系主席，太古股份（0019）昨宣
佈，委任施銘倫接替史樂山出任太古股
份的主席職務，自2018年7月1日開始
生效。施銘倫亦將接替史樂山先生擔任
太古地產（1972）及香港飛機工程
（0044）主席。
史樂山將留任國泰航空主席，繼續協

助國泰航空推行為期三年的企業轉型計
劃，除此以外退任太古集團所有職務。

施懷雅家族第六代成員
施銘倫於1973年在英國出生，是太
古集團大股東施懷雅家族第六代成員，
現任英國太古集團行政總裁。他於
1997年加入太古集團，先後在香港、
悉尼、上海、廈門及倫敦任職。他曾在
內地工作，先後擔任可口可樂公司上海
總經理及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行
政總裁。他在2008年返回倫敦擔任英
國太古集團財務董事，後於2015年出
任行政總裁。他在履任太古股份有限公
司主席前，將辭去英國太古集團行政總
裁的職務。施銘倫擔任太古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局成員接近十年。
施銘倫表示：「我從事集團業務已有

二十年，很高興能在內地及區內發展如此蓬勃的
時刻重返亞洲，擔任太古股份有限公司主席。」
施銘倫畢業於牛津大學，擁有古典學一等學
位，已婚並育有兩名女兒。他還是英中貿易協會
顧問委員會委員、英國香港工商協會委員會委員
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全球CEO委員會委
員。
過去施懷雅家族成員只會執掌英國太古，香港
方面則委任非家族成員擔任，今次破天荒首度由
施懷雅家族成員做太古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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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銘倫將
接替史樂山
出任太古系
的 主 席 職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