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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留意兩個關鍵日子
6月30日 外媒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本周宣佈「雙重設限」措

施，禁止中資持股25%或以上的美國公司，收購被白宮列為「工業

重要技術」的美國科技公司，及阻止「工業重要技術」輸華。

7月6日 美國實施對進口自中國的價值340億美元與知識產權和

科技相關商品加徵25%關稅。同日，中國對進口自美國的價值340

億美元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545項商品加徵25%關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受到
小米（1810）招股及半年結等因素影
響，資金抽緊，近日港元同業拆息持續
創十年新高，市場關注港銀何時上調最
優惠利率（P）。中銀香港（2388）副
總裁龔楊恩慈昨日指，相信當大型招股
及半年結因素消失後，拆息便會回軟，
由於現時本港銀行結餘仍有1,000億元
左右，算是相當充裕，因此香港短期內
大幅加P的機會不大。

花旗推2厘港元定存
據財資市場公會昨數據顯示，港元隔

夜拆息前日急跌至0.9厘水平後，昨再
度回升，報1.25214厘。與H按掛鈎的
1個月期拆息昨報2.01919厘，較前日跌
6.331點子，一年期拆息報2.55179厘，
略升1.2點子。花旗銀行昨日推出港元
存款優惠，新客戶7月6日前斥5萬元
或以上資金開立3個月港元定存，並持
有指定產品結存，可享2%年利率；現
有客戶以新資金開立1萬元或以上的3
個月港元定存，亦有1.7%年利率。
鑒於近日拆息持續高企，H按息早已

達到封頂位，市場都關注港銀何時加P，
龔楊恩慈昨指出，隨着美國聯儲局於下半

年再加息，到時本港逐步上調P的機會將
會增加。她續指，按揭為中銀香港核心業
務，該行會致力在按揭息率方面保持競爭
力，如有需要或考慮調整息率。而現時存
款利率有上升趨勢，令銀行資金成本增
加，因此未來下調按揭息率機會不大。
另一方面，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

高迎欣表示，近年東南亞經濟發展迅速，
而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東南亞是內地
企業其中一個重要投資地區，因此該行將
繼續投放資源發展區內業務。現時東南亞
業務佔整體資產約5%，有上升空間，因
此若該區有併購機會，該行會持開放態度

考慮，但會審慎行事，注意風險管理。
對於近日越南再度爆發排華事件，高

迎欣表示該行已制定應對方案，又表示
當地業務及貸款質素穩健，營運風險處
於可控範圍。

中銀規劃提升「灣區」服務
此外，高迎欣表示，該行相當重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未來其中一個
發展重點是便利香港居民於區內的個人
銀行服務，如開戶與支付服務等。他續
指，由於相關業務發展涉政府及監管層
面，因此該行正為此積極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 大快活（0052）公佈截至2018年3
月 31 日年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 2.16 億元，同比升
5.26%；每股基本盈利169.16仙，派末期息105仙。全
年營業額同比上升10.1%至28.406億元，毛利率下跌
1.2個百分點至14.3%。集團行政總裁陳志成表示，毛
利率下跌主要是人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亦有影
響。至於會否加價，他說要考慮原材料及消費者接受程
度，料加幅不多於2%。
期內，香港餐廳溢利上升1.75%至2.41億元，內地餐
廳溢利則大升185.76%至898.7萬元。陳志成表示，計
劃今年在香港開設12間大快活分店、3間概念店，及在
內地開設3間分店。集團又計劃增聘500人至600人，
陳志成指，香港地區請人難，因此將重點放在挽留人手
上，計劃今年加薪幅度為雙位數字。租金方面，前年租
金成本佔收入18.5%，去年為18.6%，預算今年租金加
幅為雙位數。

■大快活行政總裁陳志成（左）表示，要考慮原材料及
消費者接受程度，料未來加幅不多於2%。

香港文匯報訊 六福集團（0590）公佈截至今年3月
31日止全年度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利13.69億元，同
比升34.67%，每股基本盈利2.33元，每股末期息55
仙。期內，集團整體同店銷售扭轉3年跌勢，增長
9.2%，前一年同店銷售跌18.3%。其中，港澳同店銷售
由跌19.5%改善至增長9.4%；內地市場亦由跌4.8%，
改善至增長4.6%。
港澳及海外業務盈利8.94億元，按年增長38.1%，佔

整體盈利比重提高至53.2%；內地業務盈利7.86億元，
按年升1.9%。
集團又稱，由4月至今零售氣氛保持良好勢頭，尤其

港澳市場，同店銷售增長逾20%，內地珠寶首飾產品同
店銷售亦重拾升軌，對來年業務持審慎樂觀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岑健樂）
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且有向全球擴散迹
象，美國計劃收緊對外來投資監管法規，不
僅針對中國投資美國的高科技企業，還針對
其他國家。而雪上加霜是，加拿大傳準備對
中國等國家實施鋼材進口配額和關稅，投資
者擔憂貿易爭執最終演變成「世界貿易大
戰」，窒礙全球經濟增長。受貿戰升級拖
累，昨日人民幣跌勢未止，中間價報
6.5569，大挫 389點子，為連續第6日下
跌，創半年最低。

德銀料不會積極地貶值
據彭博模擬的CFETS人民幣指數，人民
幣過去一周下跌1.5%。該指數跟蹤人民幣
兌24種貨幣組成的一籃子貨幣匯率。德意
志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張智威表示，目前
不清楚人民幣下跌是否是中國政府的意願，
但相信中國不會積極地貶值人民幣，因為那
也會傷害自己，或引導貨幣下行或使用一次
性貶值措施，以作為貿易戰的武器。
渣打香港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昨
也認為，現時人民幣貶值有利內地貨品出
口，也相信內地不會以人民幣貶值作為應對

貿易戰的手段。他指，人民幣走勢偏弱，但
與其他主要貨幣同步，認為內地貨幣政策仍
維持中性。

應對貿戰 跌勢普料持續
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洪禮則指，中美

貿易爭議有機會惡化，中國出口商會首當其
衝。即使中國向美國妥協，增加買入美國商
品，對貿易順差會有壓力，不論任何方案都
會對淨流入有影響，因此認為中國人民銀行
有需要放寬貨幣政策。他預期，人民幣跌勢
年內會持續，不排除過程中出現整固，預期
年底人民幣跌至6.7兌1美元水平。
荷蘭合作銀行分析師Michael Every亦認

為，最近人民幣的跌勢引發人們對發生更壞
情況的擔憂。他預計，今年人民幣還會出現
溫和貶值，到12月底人民幣會跌至6.75元
兌一美元，幅度略超過2% 。
不過，中銀香港（2388）財務總監隋洋
昨認為，雖然近期人民幣匯率，或受中美貿
易摩擦影響，貶值速度較快，但由於現時內
地經濟基本面仍然良好，加上貨幣政策穩
定，因此中長期而言，人民幣匯率走勢將大
致平穩。

大快活擬雙位數加薪留人

六福結束3年銷售跌勢中銀料港難大幅加P

憂慮世貿大戰 人幣半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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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美元今年以來走勢
2017年12月29日

6.5067
昨晚7時36分

6.6082

4月11日
6.2628

市場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本周末將宣佈收緊對外來投資監管
法規，限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投資美國的高科技

企業。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日就此回應稱，中方注意到美
方關於擬出台投資限制措施的消息，正在密切關注，並將評估
對中國企業的潛在影響。另外，外電消息亦指，加拿大亦準備
對中國等國家實施鋼材進口配額和關稅，投資者擔憂貿易爭執
最終演變成「世界貿易大戰」，窒礙全球經濟增長。

大摩劈新興市場指數目標
摩根士丹利首席亞洲和新興市場策略師郭強盛(Jonathan Gar-
ner)在彭博訪問中指出，隨着美國貿易戰戰線不斷擴大，國際油
價急升，加上人民幣匯價下跌，這三大隱憂推動股市下跌，股市
正逐步進入熊市。他又把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12個月目標下調
13.8%，由1,160點降至1,000點。
郭強盛又提到，美國聯儲局的貨幣緊縮政策，以及全球經濟

不同步，都對金融市場造成連串打擊。大摩美國股票策略師
Mike Wilson表示，美國的優質股份亦難逃厄運，但料市場不會
出現2008年金融海嘯般急跌，而是有選擇性地逐一下跌。
在岸人民幣昨日收報6.595兌一美元，較前再跌390點子，跌
幅0.6%，創逾半年新低。大摩預料，人民幣將持續貶值，建議
投資者避開受人民幣影響的股份，例如內房股及煤炭股等，並
可轉投防守性股份，如領展(0823)、新地(0016)、中電(0002)、港
燈(2638)、恒生(0011)及電盈(0008)。該行又認為，以港元做結算
的股份，可在熊市中看高一線。至於擁有美元債務、較少港元
收入或受貿易戰影響的股份，則不宜投資。

「股王」兩年多來首穿牛熊線
摩笛既出，港股昨日即大瀉525點，收報28,356點，大市成交
1,220億元；國指更急跌2.2%，今年來由高位跌逾20%，技術上

宣告進入熊市。連帶「股
王」騰訊(0700)也失守
380元大關，昨跌2.2%，跌穿250
天牛熊線，是兩年多以來的首次。
昨日上證綜指亦一度失守2,800點大
關，是兩年最低，深指更跌近2%。
內房股為跌市重災區，內地收緊棚
改融資政策，國開行下雨收遮，碧
桂園(2007)成跌幅最大藍籌，昨再
跌 7.4%，3日間累跌 18%。另
外，融創(1918)跌8.7%，佳兆業
(1638)跌 8.2%，恒大(3333)跌
7.4%。
內房股拋售潮未止，連帶中

資金融股沽壓也加大，建行
(0939)、工行(1398)、農行
(1288)都跌逾2%。傳內地
即將開展整頓保險業工
作，平保(2318)跌2.2%穿
72 元，國壽(2628)亦跌
1.5%考險20元支持位。

內房中資金融股沽壓加大
此外，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證監會昨就進一步改善場外衍生工

具監管制度之聯合諮詢發表總結文件，指考慮到市場回應，在
交易匯報中強制使用法律實體識別編碼（Legal Entity Identifi-
er，簡稱LEI）的規定，將僅適用於屬某宗交易的匯報實體一邊
的各方。金管局與證監會的聯合聲明稱，這項規定將自明年4
月1日起，適用於就新交易及每日估值資料而作出的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丘曉陽）內地最
大移動端直播平台映客互娛(3700)昨日宣佈上
市詳情，今日起至下周三（7月4日）公開招
股，發行3.023億股，10%於港公開發售，招股
價介乎3.85至5元，以每手1,000股計算，入場
費5,050.39元，預計7月12日在主板掛牌。
映客互娛此次發行皆為新股，按中間價4.43

元計算，集資淨額約12.17億元。據映客互娛
早前申請資料指，騰訊（0700）於該公司上市
前持有0.91%股份，雙方目前也有合作關係。
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奉佑生指出，騰訊
等老股東對公司表示支持，承諾鎖股半年。

蒼南儀錶今起招股
此外，內地工業及商用燃氣流量計製造商浙

江蒼南儀錶(1743)也由今日至7月6日公開招
股，發行約1729.7萬股H股，10%公開發售，
每股最高發售價51.9元，每手100股，淨集資
額約7.05億元，7月13日掛牌。
其他新股，中國同幅(1763)昨截飛，市傳錄
34倍超購。梁志天設計(2262)昨亦截飛，市傳
錄得124倍超講。該股以中間價0.88元定價，
集資2.508億元。

小米招股未見起色
至於小米（1810）早前出現多家券商「抽

飛」，據12間券商合計，截至昨日共為小米借
出48.8億元孖展額，加上昨日新公佈的光大
新鴻基借出5億元後，13間券商亦只借出53.8
億元孖展額，少於周二12券商的59.74億元。

怡園酒業掛牌升48%
至於昨掛牌新股，杉杉品牌(1749)收報3.49

元跌7.67%， 一手賬面蝕290元；欣融(1587)
收報0.58元跌22.67%，一手賬面蝕680元；
怡園酒業(8146)收報0.52元升48.57%， 一手
賬面賺1,700元。

映客互娛5050元入場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孔雯瓊）市場憂慮貿易戰火向全球蔓延，加

上人民幣疲弱，港股及A股昨日再度急跌，恒指大跌525點，收報28,356

點，本周3天以來，大市累跌982點。而A股昨也跌逾1%，拖累國指急跌

2.2%報10,879點，技術上宣告進入熊市。大摩「摩笛」乘勢吹淡，指三大利

淡因素令股市已成危險市場，指「我們正走向徹頭徹尾的熊市」。

■左起：映
客互娛姜谷
鵬、奉佑生
及李勁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丘曉陽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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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本月高位跌逾三千點

5月31日
報30,468點

6月7日
報31,512點

昨收報
28,356點

股市「正走向徹頭徹尾的

熊市」。美國貿易戰不

斷、油價急升及人民幣下

跌成三大隱憂。

建議吸納防守性股份，如

領展、新地、中電、恒生

及電盈，而以港元做結算

的股份亦可看高一線。

人民幣將續貶值，建議避

開內房及煤炭股等，以及

擁美元債務、較少港元收

入或受貿戰影響股份。

美聯儲貨幣緊縮及全球經

濟不同步，打擊金融市

場，但不會出現08年海嘯

式下跌，而是有選擇性。

將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

12個月目標，從1,160點

下調至1,000點。

大摩
言論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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