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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由於市
場缺乏重大消息，港股變幅不明顯，昨
日早段升近300點後，指數在近29,000點
前遇阻，收市輕微倒跌6點，報28,682
點，成交990億元。國指則跑贏大市，升
56點，報10,824點。大市主要受資金流
出重磅股騰訊(0700)所拖累，騰訊全日跌
2.3%，但市場部分估計資金轉投小米
(1810)，小米昨日曾急升15%，收報仍升
13%，報19元。
內需股仍受壓，蒙牛(2319)及萬洲

(0288)收市分別跌4%及2.8%，手機股亦

受壓，中興(0763)被剔出富時中國指數，
全日大挫5.4%。舜宇(2382)也跌2.1%，
瑞聲(2018)跌1.1%。

手機股齊挫 水泥股受捧
盈喜股獲追捧，海螺(0914)升3.1%，刺

激其他水泥股造好，潤泥(1313)升4.7%，
中建材(3323)升2.3%。汽車股個別走向，
吉利(0175)6月份銷量升45%，市場料其
全年銷量可達標甚至超標，該股升1.7%
報20.25元，相反，長汽(2333)銷售遠遜
預期，全日挫4.8%收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金發局候
任主席李律仁今日履新，昨日他會見傳媒
時表示，金發局的成功在於勇於創新，上
任後的首要任務，是與該局成員及業界審
視過往6年的工作及成果，並開展新議題。
他認為，未來最大的挑戰是處理金發局公

司化的進程，以及如何在金融科技對金融
市場的影響中，可更聰明地保障投資者。

金融科技與保障投資者並重
李律仁指出，金融科技對金融業未來將

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金融科技既為業界帶
來機遇，但同時亦衍生不少挑戰，該局日
後會在投資者保障方面下工夫。他認為，
與傳統的投資者保障政策如集體訴訟等相
比，最有用的還是執法，又強調在保障投
資者方面要向前望，不應「拘泥於一兩個
國家所用的手段」，應打開新的視野。

金發局公司化最快年內完成
至於上任後另一需要花時間處理的事

務，李律仁指是將金發局公司化，無論是
法律事宜、「找地方、找人才」等，相關
計劃早前已諮詢立法會，最快今年內完
成。他又對獲委任新職感榮幸，也感謝剛
卸任主席的史美倫對金發局的貢獻。

史美倫寄語須走在市場前端
史美倫昨日寄語李律仁要繼續努力，提

出更多政策建議，因香港不能停留現狀，
更不可以落後，應走在市場的前端，她形
容創新很重要。她又回望過去，指金發局
「由零開始」，過去5年半以來共發表了35
份報告，由從爭議聲中成立，到現在得到
社會及業界的認同，她感謝成員的努力，
並感謝兩屆特首的信任，以及財庫局、金
管局及證監會等機構支持和配合。
史美倫續指，一向欣賞李律仁的能力及

眼光，他過去6年亦為金發局貢獻良多，是
金發局的重要支柱，形容他對社會有熱
誠，相信金發局在他領導下會有新作風及
新局面，對他未來工作感到有信心。

港別具優勢 可維持高競爭力
港交所(0388)早前改革上市規則，而首隻

「同股不同權」公司小米（1810）已成功
上市。李律仁談到該話題時表示，不適合
評論個別公司情況，認為香港要勇於向前
行，抓緊每個機會。他相信本港較鄰近市
場有特別優勢，故不需盲目追求在國際IPO
市場上的排名，且在未能控制市場反應
下，本港可致力維持高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沛其）信
銀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廖群
昨出席記者會時認為，近期人民幣貶
值，除了因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亦因美
國加息比預期快，短期內人民幣仍然會
貶值，但中長期跌幅會受控制，預計年
底人民幣兌美元維持在 6.75 水平。他
指，中央會讓人民幣匯率自然發展，但
若下跌太快，跌至6.8水平，中央會出手
干預，控制貶值幅度。又預計，美元指
數到年底約為96。

貿戰料影響內地及本港不大
中美貿易戰開打，廖群指出，由於現

階段加徵關稅只涉及500億美元商品，佔
中國出口美國商品不足10%，佔中國總
出口比例更小，相信對中國影響有限。
廖又預計，下半年未必能趕及實行2,000
億美元商品關稅，如下半年美國對中國
出口1,000億美元商品收徵關稅，對中國

出口影響不多於2%，對中國GDP的影響
亦只有0.1%至0.2%，故認為影響不大。
而被問到貿易戰對香港影響時，廖群

指，香港作為轉口港，大部分出口貿易
為轉口貿易，而貿易戰商品徵稅針對高
科技產品，內地經香港出口的高科技產
品不多，故影響更小。但對金融、股票
市場有較大影響，或會影響市場信心。

市場不穩 跨境銀行需求下跌
另外，信銀國際昨公佈報告，指今年

第三季跨境銀行需求指數為56.3，較上季
下跌0.6。當中企業需求指數與個人需求
指數分別為54.6與63，分別按季跌0.3及
1.5。廖群認為，全球經濟復甦，內地政
府開放市場，以及適度控制資本外流漸
趨明朗，但因貿易戰衝突加劇，人民幣
兌美元貶值等因素，令市場不穩定，削
弱了內地企業跨境使用本港銀行服務的
信心。內地企業對跨境服務多維持觀望
態度，故對香港銀行服務需求出現回
軟。

渣打：機構對投資中國樂觀
另外，渣打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離

岸機構投資者對投資中國在岸資產市場
的情緒日益樂觀，88%受訪者均表示其機
構正在投資中國在岸市場（2017年：
69%），76%並表明會增加對中國的投資
（2017年：69%）。調查還顯示，投資
中國在岸資產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全
面全球化，其中北美洲是反應最正面的
地區之一，88%位於北美洲的受訪者均表
示其機構正投資於中國在岸市場，87%並
打算增加有關投資。此外，新加坡亦十
分積極，91%受訪者的機構正投資於中國
在岸市場，近乎全部更打算在未來12個
月增加有關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BCT銀
聯集團昨公佈香港人預期「退休生活美
滿度」調查結果。調查訪問了735名在職
人士與70名退休人士，結果顯示41%受
訪在職人士自覺退休遙遙無期，有三成
人更認為自己65歲仍要工作。另一方
面，雖然62%受訪在職人士希望退休後
「財務自由」，但調查同時發現51%受
訪在職人士儲少於 10%月薪作退休之
用，69%在職人士更無強積金自願性供
款，反映部分港人對退休的預期及實際
行動不一致。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財務及決策

學系副教授麥萃才建議，為了更好地準備
退休後的財務需要，連同強積金強制性供
款，個人理想儲蓄金額約為每月收入
30%。
除強積金外，調查顯示近6成受訪者靠

買股票準備退
休，無論是在
職人士（57%）
或已退休人士
（59%），選擇
買股票準備退
休 均 佔 大 部
分。不過受中
美 貿 易 戰 影
響，現時股票
市 場 持 續 波
動，那麼「打
工仔」應否調
整投資組合，

藉以降低投資風險？

息口趨升 長債非避險佳選
對此，BCT銀聯集團董事總經理及行
政總裁劉嘉時認為，股市出現波動屬正
常現象，而強積金投資以爭取長線回報
為主；而在市場利率上升的大環境下，
長線債券不是避險的良好選擇。因此，
她認為「打工仔」在市況波動期間，不
宜經常轉換強積金投資組合。
調查同時顯示，在職人士表示會選擇

以年金準備退休的比率達20%，較已退
休人士的6%為多。對於在職人士對選擇
年金的意慾較高，麥萃才認為這或與在
職人士對年金產品的認知較退休人士多
有關；而劉嘉時則認為政府年金的推
出，令不少香港人意識到年金對準備退
休生活的重要性，有利年金市場發展。

李律仁接掌金發局 迎兩大挑戰

■史美倫(右)相信，金發局在李律仁(左)
領導下會有新作風及新局面。 莫雪芝 攝

信銀國際：人幣跌幅料受控

■廖群預計人民幣兌美元年底維持在6.75
水平。 林沛其 攝

BCT銀聯：6成受訪者靠買股退休
■劉嘉時
( 左) 稱 ，
「 打 工
仔」在市
況波動期
間，不宜
經常轉換
強積金投
資組合。
右為麥萃
才。
莫雪芝 攝

港股逼29000跣腳 國指跑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貿易
爭拗持續，除了多邊貿易受影響，連帶股債
亦可能受波及，東亞聯豐投資定息投資部主
管曾倩雯昨出席傳媒午宴時表示，亞洲債券
市場由年初至今持續波動，主要受美國利率
趨升、新興市場震盪及中國債券個別違約等
因素影響，但相信亞洲債券經歷最近一輪市
場調整後仍具吸引力，尤其是亞洲高收益債
券，惟會避開受貿易戰影響的板塊。

貿戰難免影響投資氣氛
曾倩雯表示，人民幣近日出現回調，主因
受中美貿易問題影響，但美國早已就貿易戰

公佈一系列清單，市場已陸續消化，因此相
信貿易戰對市場實際情況如經濟增長的影響
有限，但投資氣氛難免受影響，她建議投資
者可考慮投資亞洲高收益債券，因為貿易戰
主要影響電訊或科技板塊，但亞洲美元高息
債並沒此類別，因此並無太大影響。

人幣計價債券料仍吸引
曾倩雯提到，在美元走強下，除了美元計

價債券不受影響外，的確對本地貨幣債券帶
來影響，但強調人民幣計價債券近年表現亦
不俗。她認為，人行早前降準釋放出訊息，
意味未來內地貨幣政策將維持寬鬆，相信人
民幣計價債券仍然吸引，又指雖然人民幣表
現間中波動，但基金公司會為人民幣作對
沖。

東亞聯豐：看好亞洲高收益債

■曾倩雯(右)建議避開受貿易戰影響的板
塊。 馬翠媚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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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指數昨表示，小米自7月16日起將
取代中興通訊（0763）納入富時中國

指數；恒指公司早前亦宣佈將小米納入恒
生綜合指數、恒生環球綜合指數及恒生互
聯網科技業指數，將於7月23日起生效。
然而國際指數MSCI上周已表明，因小米非
同權架構不符要求，故暫不會將小米納入
旗下指數，未來會就指數是否納入非同權
上市公司諮詢市場，諮詢期至9月底。
有證券界人士認為，新股甫上市即獲納
入大型指數情況罕見，估計與小米作為首
隻非同權股需造勢有關。有基金經理指，
小米日後成為恒生綜合指數成分股，意味
北水未來可以透過滬深港通買入小米股
份。而騰訊昨現沽壓，或與小米將獲納入
指數有關，主因權重較高的股份調整後料
將被攤薄，騰訊因而乍現回吐壓力。

小米飆13% 市值升至4251億
昨日小米成交額達97.51億元，居昨日成
交榜第二位，較前日的 76.82 億元還多
35.86%；騰訊成交104.37億元，是昨日最
多成交的股份。兩股總成交佔到昨日港股
總成交990.9億元的20.37%。
小米昨急彈 13.1%，目前市值已升至
4,251億元，距離小米創始人雷軍在上市前
一日披露小米估值達543億美元（折合約

4,261億元）已相差不遠。

雷軍曾豪言要讓投資者倍賺
有內媒報道，雷軍前日在港出席慶功

宴，認為小米首掛失利是受大市波動影
響，不諱言對股價破底感到壓力、夜晚不
能成眠，又指投資者真金白銀投資，「萬
一（小米股價）跌得很難看，怎麼出去見
人呢」，更曾豪言「要讓在上市首日買入
小米公司股票的投資者賺一倍」，昨日他
離港，還特意穿了一條破洞的牛仔褲，提
醒自己小米前日「破發」，仍需努力。

身家升至千二億 內地排第9
昨天小米急彈，除了帶挈投資者，雷軍

身家亦水漲船高，彭博億萬富翁實時榜單
顯示，截至昨晚7時，雷軍身家已達156億

美元（折合約1,224億港元），全球排第
77，內地排第9，名次排在阿里巴巴主席馬
雲、騰訊主席馬化騰、萬達集團董事長王
健林等之後，但就超越順豐創辦人王衛的
145億美元（折合約1,138億港元）。
其他新股方面，九江銀行（6190）昨首

掛，收報10.6元，與上市價持平，成交約
745萬股，涉資7,873萬元。對於該行在波
動市期間上市，行長潘明出席上市儀式後
表示，股市一時的波動，並非上市的考慮
範圍，該行希望通過香港資本市場，實施
長期戰略目標，為投資者爭取較為穩健的
回報。另外，早前有報道指，去年底曾表
示沒有任何上市計劃的《今日頭條》在小
米來港上市後改變看法，近期會在港提交
上市申請，惟有關方面昨回應內媒查詢時
指上市傳聞不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本

港 首 隻 同 股 不 同 權 股 份 小 米

（1810）在上市次日股價終浮出水

面，繼首掛破底、後來先後獲麥格

理唱好目標價30元、獲納入恒生綜

合指數及富時中國50指數等利好作

用下，小米昨在機構買盤推升下逆

市急彈，午後最高曾升15%，最終

收報19元，升13.1%，成交97.51

億元。另一邊廂，騰訊（0700）昨

跌2.32%，成交金額104.37億元，

情況與小米相似，有基金經理相信

與投資者減磅換馬有關，昨日小米

加騰訊的成交201.88億元，佔大市

總成交達20%。

■■曾豪言曾豪言「「只要站在風口只要站在風口，，豬也能豬也能
飛起來飛起來」」的雷軍的雷軍，，身家昨日水漲船身家昨日水漲船
高高，，但他在朋友圈說但他在朋友圈說，，IPOIPO首日表首日表
現現，，時刻提醒自己時刻提醒自己：：革命尚未成革命尚未成
功功，，同志仍需努力同志仍需努力！！小米加油小米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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