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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8月共5%的初始納入因子實施後，所有中資股將佔MSCI新興市場指數
31.4%的權重。(按MSCI於2018年5月進行的半年度指數調整中使用的數據來計
算)

假設中國A股獲全額納入(該情況有可能不會發生)，以現時的市值數據計算，所有
中資股將佔MSCI新興市場指數42%的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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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A股本周五將正式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MSCI主

席、首席執行官Henry Fernandez昨日表示，MSCI在納入A股後，未來

有兩種選項，一是提高大盤股的權重；二是把中盤股也加入到納入的比

例中來，但這要在9月納入過程完美結束後，才會作出判斷，目前尚無納

入中盤股的時間表。他又稱，MSCI並不希望作頻繁、小幅度的納入調

整，而是希望每次調整都涉及更大百分比的A股納入，即步伐會更大。

B2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黃遠楷 2018年5月30日（星期三）

2018年5月30日（星期三）

2018年5月30日（星期三）

MSCI：兩方向增A股比重

MSCI於本月15日公佈半年度指數調整的結果，共有234家A
股公司入圍。按MSCI公佈的進程表，A
股首次納入將在2018年6月1日和9月3日
分兩次完成，6月1日進入首次納入適應
期，納入比例2.5%，對應MSCI新興市場
指數市值權重0.37%；9月3日完成首次納
入，納入比例5%，對應權重為0.73%。
MSCI主席Henry Fernandez昨日出席了

在北京舉行的媒體發佈會，他接受內地
《第一財經》訪問時表示，如果海外投資
者在這個很小額度的納入中，能增進對A
股市場的了解、提升對A股的信心，預計
更多國際資本將會進入內地市場。 他透
露，在6月至9月的這個階段，MSCI會與
國際投資者、人民銀行、香港金管局等保
持密切溝通，並不斷收集反饋意見，包括
了解投資者對於初步納入的體驗、是否有
問題需要改善等。

9月再研納入中盤股
Henry Fernandez又提及，9月納入階段
完成後，MSCI的工作會集中在以下幾個
層面：首先，確保投資者對內地市場的信
心，即指機構能不能把資本持續投入內
地，要賣出的時候能否自由退出，這是對
內地資本市場的基本信心；第二，A股有
自身的獨特性，例如深港通、滬港通有額
度的限制，只能投資1,500隻股票，機構
也不能參與IPO；第三，市場關注的停牌
進展需要進一步改善。
市場關注中盤股未來會否也被納入，
Henry Fernandez對此給予肯定的回答，

但稱要在9月納入過程完美結束後，才會
作出判斷。目前關鍵的問題在於，如果繼
續納入A股的中盤股，那麼MSCI新興市
場指數中的股票數會提高到 1,200 隻左
右，其中近600隻是內地企業，「在考慮
到這一情況下，海外投資者是否能夠跟上
了解、研究A股公司的步伐？他們現在是
否有能力覆蓋這麼多公司的研究？這都是
MSCI和機構投資者需要考慮的因素。」

國際投資者興趣日增
MSCI亞太區研究部主管謝征儐表示，

自MSCI於2017年6月宣佈納入A股後，
國際投資者對內地股市的興趣與日俱增，
這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反映國際
投資者對買賣A股的準備程度和投資興趣
的「特別獨立賬戶」，開立數目現已超過
4,000個，遠超互聯互通運作了3年累計下
來的1,700個戶口。
第二，經滬深股通結算的北向投資組合

總值去年12月達到5,200億元人民幣（約
合840億美元）。第三，投資者透過滬深
股通計劃持有的A股數目現時亦超過1,800
隻（包括將獲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
大型A股），顯示互聯互通計劃已經迅速
成為境外投資者進入A股市場的首選途
徑。
展望未來，若內地繼續開放市場，從而

A股被完全納入指數，屆時中資股佔MSCI
新興市場指數的權重將上升至超過40%。
此外，如果中型A股也獲納入，往後每兩
個新興市場的投資機會中就有一個是來自
內地的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人
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跌破6.4關口，A股承
壓走低，收市滬深三大股指不同程度下挫，滬
綜指低收0.47%，日線五連陰，深成指與創業
板指均跌逾1%。
昨天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價跌破6.41，收盤報

6.4188，較上日大跌250點子或0.39%，盤中
一度跌穿6.42關口，與中間價一併刷新逾四個
月新低；中間價報6.4021，較上日下跌59點
子。

滬指日線錄五連陰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20點，跌14點或
0.47%；深成指報 10,349 點，跌 116 點或
1.11%；創業板指報1,773點，跌23點，或
1.29%。兩市共成交4,077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前一交易日放大95億元。A股本周就
要「入摩」，滬指卻連跌五日，未知後幾日市
況是否有所改觀。
盤面上，僅有食品安全、鋼鐵、電信、民航

機場、煤炭、港口水運、商業百貨、家電等板
塊勉強收紅。當日「獨角獸」藥明康德連續收
穫第16個漲停板，提振A股獨角獸概念板塊
整體逆勢升0.2%，其中華自科技亦封漲停，
安彩高科、雪萊特升幅則超過6%。海南板塊
跌幅持續擴大，重挫5%，海南瑞澤、海汽集
團、大東海A跌停，羅牛山跌逾9%。

瑞銀：信用債違約增打壓市場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當日發表

的內地股票策略周報指，近期信用債違約攀
升，亦打壓了股票市場情緒。他表示，與發生
在2016年初的上一輪企業債違約不同，本輪
違約更多集中在公司層面，涉及到諸多看起來
基本面尚可的行業，而上一輪違約主要出現在
煤炭和鋼鐵等盈利能力下滑的行業。
高挺提到，城投債和房地產債需特別留意，
尤對房地產行業仍持謹慎態度。他指，與去槓
桿的大趨勢相悖，房地產業的槓桿率近年來大
幅增長，房地產業整體上面臨信貸渠道收窄和
融資成本上升的雙重不利因素，而銷售勢頭則
持續趨弱。昨日A股地產板塊也跌幅居前，整
體下行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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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
報道）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昨天在
「2018金融街年會」上表示，內地
金融槓桿率不算高。他解釋，以
GDP作分母，目前內地金融槓桿率
為260%左右，與美國相當，遠低於
日本，但國民儲蓄率是美國的三倍，

因此內地金融槓桿率不算高。他認
為，內地經濟發展存在的本質問題在
於不良資產，建議監管部門應做好信
息透明工作，處置解決不良資產問
題，從根本上化解金融風險。

金融服務開放意義重大
談及金融開放與資金開放的區

別，他說，目前談開放主要是金融服
務的開放，金融服務跟資金的開放這
兩件事相關，但不能劃等號。舉例
說，外資銀行可以在內地開展業務，
可以跟大企業搞諮詢，在全球範圍內
提供金融服務，但不等於說，該銀行
可以隨時隨地，在幾秒鐘內把上億美
元在境內境外互相倒騰。他認為，金
融服務的開放意義可能比資金開放的

意義還要大。「一邊把金融服務開
放，同時把監管做好，一邊逐步開放
資本賬戶。」他指出，當前內地金融
監管部門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必須跟
得上這一輪金融的發展，「坦率地
講，金融的發展已經超過了監管的能
力。」
談及中興通訊事件，李稻葵認

為，在這件事中美國總統特朗普創
造了「經濟恐怖主義」。他指出，
以往很多跨國公司違背了美國的相
關條例都是罰款，例如英國石油在
墨西哥灣漏油，大眾汽車排氣門造
假等，「這一次不光是罰款，而是
不許買東西，這是恐怖主義行為，
等於要把一個跨國公司掐死，不許
做生意了。」

李稻葵：內地金融槓桿率不算高

■■李稻葵李稻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交銀國際（3329）昨與24間來自
港、台、星、韓及內地的主要銀行
和金融機構，簽署一項等值50億元
（港元，下同）雙幣種銀團定期貸
款協議，年利率為銀行基準加130
點子，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董事
長譚岳衡於儀式後表示，該行過去
負債率不高、槓桿率亦較低，因此
仍有提升空間，他相信是次簽署銀
團貸款，有助增加資產配置的資金
來源及改善負債結構。
譚岳衡表示，交銀國際在港上市

1周年，是次發行首筆銀團貸款，
由於市場反應熱烈，並較原定計劃
40億元超額認購2倍以上，因此將
銀團總金額定在50億元。問到環球
利率踏入加息周期會否影響融資成
本，他指由於銀團貸款帶來的好處
屬於長期性，料有助改善負債結構
並抵消融資成本上升帶來的影響，
總括而言會有正面幫助。
A股下月將正式「入摩」，譚岳
衡認為是件好事，有助A股國際化
發展，但相信事件對市場的影響將
是循序漸進。對於內地企業出現新

一輪債券違約潮，他指違約事件在
金融市場是一件必定會發生事件，
但不認為將是形成一種持續性趨
勢，認為在內地加強去槓桿及風險
管控時，會帶來一些風險擠出的效
應都是正常的。

交銀國際簽50億銀貸增彈藥

■■譚岳衡譚岳衡
馬翠媚馬翠媚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
同仁堂國藥（3613）昨由創業板轉
主板上市，恰逢港股大跌逾 300
點，醫藥股回吐，同仁堂國藥股價
亦跌5.943%，收報16.46港元。執
董兼首席執行官丁永玲昨於記者會
表示，集團於轉板會保持整體20%
的增長步伐，目前持有的20億元人
民幣資金，相信足夠集團其後的發
展，暫無配股等資本計劃；而未來
收購亦會以中醫藥大健康相關的企
業為目標。
丁永玲表示，集團轉板後將拓展

內地提倡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和地區，主要集中在非洲、中東
歐、白俄羅斯等地發展中醫養生業
務。該地區對中藥有需求，未來會
加大海外的中醫藥文化推廣。她續
指，未來將保持海外開店至少每年
10間。

每年海外至少開10店
至於產品方面，集團旗下主打

產品之一的「安宮牛黃丸」由於
含動物成分而暫未在歐美市場註
冊，不過目前在港澳以及東南亞

等海外市場銷售理想，故對該產
品未來銷情並不擔心。今年「安
宮牛黃丸」已上調價格約數十
元，下半年加價亦需考慮市場接
受程度等因素。

同仁堂國藥擬「帶路」拓中醫養生

■丁永玲(左三)稱轉板後將拓展「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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