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

紹基)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

鮮領袖金正恩結束歷史性

峰會，並簽署聯合文件。

峰會順利令恒指一度升179

點見31,242點。但美國議

息前，一個月港元拆息連

升11日，升至逾1.53厘水

平，續創近10年高，3個

月拆息更直逼2厘；加上本

周四世界盃開鑼，成交只

有883億元，最終未能助

港股再突破，全日僅升39

點，收報31,103點，連升

第二日。

港1個月拆息11連升 穿1.5厘
特金會太順利 港股抱戒心 防突「變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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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富邦銀行（香港）
第一副總裁兼投資
策略及研究部主管
潘國光昨出席傳媒
午宴時表示，目前
市場資金流動性仍
見充裕，而本月因
應傳統季結因素及
小米即將招股凍資
效應，或未必真正
反映本港加息的需

要，未來視乎各因素，料本港第3季有機會上調最優
惠利率（P），若美國今年如外界預期加息4次，本
港年內甚至有機會加第2次息。
美聯儲本周將議息，潘國光認為美本月加息機會極

高，並將爭取在9月及12月再加息，主因趁經濟好轉
時加息，當經濟逆轉時才有減息空間。本港方面，他
指由於各種因素，本月未必真正反映加息的需要，預
期本港銀行會先採取觀望態度，才會決定是否上調
P，主要視乎新股資金解凍後這些資金會否退潮，未
來港元拆息的走向，以至港美息差擴闊的程度等。

小米效應消退 拆息或復常
潘國光又指，若小米效應消退後，港元拆息或回復

至較正常水平，港匯亦可能重回弱方兌換保證附近，
迫使金管局再次出手「收水」，加上港美息差擴闊等
因素，預期本港第3季有機會上調P，甚至年內有機
會加第2次息，而第2次加息並不一定要跟隨美聯儲
步伐，主要視乎港元拆息及港匯走勢等。但他亦預

期，縱然本港年內加2次息，對本港的樓市影響都不大。

美股倘造好 恒指可闖33000
至於港股方面，潘國光認為今年港股開局至今的走勢較為貼近
美股，因此如果美股下半年有機會上試今年3月高位，恒指則有
望上試33,000點。但他亦提醒，獨角獸公司經中國預託證券
（CDR）方式回A或觸發市場抽資潮，加上美國推行稅改及退
市等，料資金將持續流出新興市場，港股屆時有機會受影響而表
現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實 習 記 者 丘 曉
陽、林沛其）港交
所（0388）行政總
裁李小加昨出席
「人民幣定息及貨
幣論壇2018」後表
示，自去年債券通
開通，人民幣國際
化來到一個更高的
階段，但預計年內
不會開通南向債券

通，且不會優先考慮，因內地債券收益率較境外更
高，南下後需求不會太強。

南向債券通料年內不會開通
債券通北向交易開通近一周年，港交所表示，截至

5月底，獲准參與債券通的機構投資者為315個，比去
年底增加68%；今年4月至5月每日平均成交額約30
億元人民幣，比第一季度升約18%；外資在中國銀行
間債券市場持有人民幣債券的金額為13,750億元人民
幣，比去年7月增加63%。李小加相信，人民幣一定
會成為全球第二大貨幣，並且未來要讓人民幣繼續用
於結算、投資和儲備。

李小加介紹，首階段人民幣具有升值的空間，故貿
易者主要用其於結算，此時使用者關心的重點在於匯
率。滬港通及深港通逐漸開通後進入第二階段，人民
幣應用於投資，使用人民幣去定價、再衡量產品價
格，投資者重點放在發展上。債券通正式開通後則正
式進入第三階段，銀行金融機構將人民幣用於管理負
債表，並且作為可儲蓄貨幣，同時用於管理資金流動
性。他還補充，計劃今年末或明年推出國債期貨，進
行匯率風險對沖。

中銀：內地債市發展空間大
同一場合，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認為，內

地債券市場現時是全球第三，亞洲第二，未來有相當
大的發展空間。加快開放市場，能促進人民幣國際
化、分散金融風險，具體可以從提升債券直接融資的
功能、多樣化市場投資者結構、刺激二手市場交易等
入手，增加內地債市的廣度和深度。

巴曙松：人幣國際化可提升
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演講時亦認同人民

幣國際化仍有很大提升空間。他相信，下一步發展重
點在金融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上提升應用。他建
議，人民幣需要變得更靈活波動，取消投資額度，以
及對外商投資金融機構的限制，促進金融市場更頻繁
使用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研究部總監植
耀輝昨表示，市場對「特金

會」並沒太大期望，因兩者都屬「變
臉高手」，會談期間氣氛良好，未來
亦可以在毫無先兆下「變臉」，故市
場並沒有因此而大幅造好。他重申，
本周市場焦點多多，例如美國與其餘
G6間的矛盾與日俱增，令歐美加的
貿易戰爆發機會升溫。

月內變數多 三萬一上落
他引述摩通的報告指，特朗普的強
硬貿易策略，至今已令美國公司整體
出現4.5%損失，折合約9.8萬億元，
相信未來金融市場走勢，還看特朗
普。他預期，港股暫時只能續於

31,000點水平上落。

關注美下半年加息步伐
另外，歐美央行都在本周議息，近

期歐元區經濟數據轉弱，加上個別國
家政局動盪，市場注視歐央行對市場
的看法。美國方面，本月加息事在必
行，但下半年會否再加幾次息，將是
投資者最關注的，因為對美元及新興
市場都有巨大影響，當局勢明朗化，
投資市場也有一個清晰方向。
反映市場對美加息預期，本港的拆

息連日上升，其中與H按掛鈎一個月
同業拆息，已經連升11日，並突破
1.5厘，報1.53429厘，續創近10年
高位，前日為1.49679厘。3個月拆息

更直逼2厘，昨報1.99321厘。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劉圓圓昨

預料，美國再次宣告加息的機會率大
增，港美息差持續擴闊及在小米上市
等新股集資帶來的影響下，相信銀行
同業拆息徘徊於1厘的水平，預測其
後的經絡按揭息率指數(MMI)仍會繼
續上升，甚至很大機會升至貼近現行
按揭計劃的封頂位水平。據該行數據
顯示，4月份MMI指數，即反映普遍
按揭新客戶一般可做到最新的實際按
息水平，最新報 2.01%，與 3月份
MMI相比，止跌回升15點子。

世界盃開鑼 啤酒股起哄
另外，國指收報 12,206 點，升

0.3%。世界盃6月14日開鑼，飲品股
例必造好，潤啤(0291)升6.94%，以
全日高位38.5元收市，青啤(0168)也
升 2.35%。
世界盃贊助商蒙牛(2319)高見30.2

元 創 新 高 ， 收 報 29.80 元 ， 升
3.65%。
個別股份方面，潤泥(1313)發盈
喜，並料 2018 年中期純利顯著增
加，但同時宣佈以每股9.3元、先舊
後新配售4.5億股，集資淨額41.8億
元。有關配售價有近一成的折讓，使
得該股昨日大跌，並跌穿9.3元配售
價，收報9元，跌幅12.79%。
此外，理文造紙(2314)股東間有股

份轉讓行動，股價微升0.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江西銀行 (1916)今日
至下周二 (19日)在港招股，發行11.7億股，其中7.5%
為本港公開發售，92.5%作國際發售。招股價5.94至
6.66元，最多集資82.4億元，以一手500股計，入場
費3,363.56元，預期6月26日主板掛牌。建銀國際及
中信里昂為聯席保薦人。

引入富通保險等5基投
若按中間價每股6.3元計算，江西銀行集資淨額約

71.57億元，集資所得用於強化資本基礎。據招股書透
露，該行已引入包括 Yango Investment Limited、
Road Shine Developments Limited、Sinolending Fin-

tech Company Limited、中華金融控股及富
通保險為基石投資者，認購金額分別為14
億港元、1.15億美元 (約9億港元)、1億美
元 (約7.8億港元)、5,000萬美元 (約3.9億港
元)及4,800萬美元 (約3.74億港元)。
對於江西銀行淨息差連續3年下跌，執行
董事、副行長兼董事會秘書徐繼紅於上市記
者會表示，上述情況該行將從3方面應對，
分別是在資產及負債方面進行調整、發展金
融科技，以及優化目前的物理網點。執行董
事兼行長羅焱則稱，美國加快加息步伐，市
場上的流動性可能收緊，對企業的資金帶來
影響。不過他重申，會配合內地政府的政策

調整以支持中小企。

小米估值最高逾7300億
其他新股方面，據中證監網站顯示，小米申請發行

中國預託證券(CDR)，已獲得書面反饋意見，內地傳
媒引述消息透露，小米將打破目前由創業板股份寧德
時代保持的、由提交招股書到獲批僅用24天的紀錄。
香港上市三大保薦人公佈對小米估值，當中最看好

的是瑞信，給予估值達940億美元(約7,332億港元)，
中信里昂給予估值達900億美元，大摩的估算介乎652
億至84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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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最快年底推國債期貨

江西銀行今招股 3363元入場

■左起：江西銀行副行長蔡小俊，執行董事、副行長兼董事會秘
書徐繼紅，執行董事兼董事長陳曉明，執行董事兼行長羅焱，副
行長程宗禮。 莫雪芝 攝

■潘國光稱，目前市場資金流動
性仍見充裕。 馬翠媚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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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預計，年內不會開通南
向債券通。 實習記者丘曉陽 攝

■■港股昨一度升港股昨一度升179179點點，，收市收市
升幅大幅收窄升幅大幅收窄，，成交只有成交只有883883
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