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中國人

民銀行官網昨日發佈2018年中央國庫現金管理商

業銀行定期存款（七期）招投標結果，顯示向商業

銀行釋放1,500億元（人民幣，下同）資金，利率

低至3.7%。業內稱，該信息是引導市場利率走低

的重要信號。

據央行消息，財政部、中
國人民銀行於7月17日

以利率招標方式進行2018年
中央國庫現金管理商業銀行
定期存款（七期）招投標，
中標總量為1,500億元，為期
3個月，中標利率3.7%。

貨幣實實在在投放
所謂中央國庫現金管理商
業銀行定期存款，指的是國
庫資金存放在商業銀行，商
業銀行以國債或地方政府債
券為質押獲得存款並向財政
部支付利息。知名財經評論
員劉曉博認為，這不僅可讓
中央財政資金獲得更高的收
益，亦起到向市場投放基礎
貨幣的作用。
央行此次投放是一次非常
規的降息。公開資料顯示，
去年3月以來，該品種利率
始終維持在4%以上，此次利
率可謂創下16個月以來的新
低，較上一次6月15日公佈
的三個月期中標利率為
4.73%大幅降低逾 100 個基
點。劉曉博對此表示，此舉
傳遞的信號強烈，對於實體
經濟、股市、樓市都構成顯
著利好。

據WIND統計來看，昨日
（7月17日）的3個月同業存
單平均利率為3.49%，進入7
月以來，該利率也都維持在
3.40%至3.5%。參照6月15日
招標價格利率的4.73%，和同
期 3 個月同業存單利率的
4.42%，不難發現國庫現金定
存利率與同業存單利率的變
化基本同步，意味着目前真
實利率亦處在低點。

利率仍有放鬆空間
另外，此次1,500億元國庫

現金招標規模達到年內新
高。據券商中國分析稱，該
1,500億資金並未與MLF 等
貨幣政策工具有本質差異，
都是實實在在的淨投放，可
緩解流動性壓力，表達央行
維護流動性「合理充裕」的
政策態度。
對於未來，業內普遍認為

貨幣政策或仍有放鬆空間，
且未來兩個月央行再次降準
概率較大。瑞信亞太區私人
銀行董事總經理陶冬認為，
宏觀寬鬆政策有助穩定經
濟，平衡上升中的系統性金
融風險，並抗衡襲來的外部
壓力和不確定性。

央行投放1500億引利率下行
國庫現金定存率 月降逾100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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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隔夜國際原油大幅走低，
中國石油、中國石化殺跌，拖累滬
深A股震盪向下，上證綜指三連跌，
報2,798點，失守2,800點關口。至
於深圳成指亦低收0.35%，唯有創業
板指小幅收紅，上漲0.29%。
中國石油、中國石化早市分別低

開0.93%、0.95%，不足半小時跌
幅擴大至2.5%，前者下午更一度
跌超 3%。最終，中國石油下挫
2.54%、中國石化跌 2.05%。另

外，深陷負面新聞的新經濟公司華
大基因、長生生物繼續跌停。比亞
迪跌幅有所收窄，收市下挫
0.91%。中興通訊繼續強勢反彈，
以漲停報收。

滬市成交5個月新低
「兩桶油」萎靡亦致大市不振。

滬深三大指數早市悉數低開，隨後
因石墨烯概念板塊升幅超過
2.5%，形勢才有所回轉，僅有創業
板指強勢翻紅。截至收市，滬報
2,798點，跌15點或0.57%；深指
報9,285點，跌32點或0.35%；創
業板指報 1,621 點，漲 4 點或
0.29%。兩市共成交3,087億元（人
民幣，下同），較周一縮量168億
元。當中，滬市成交1,239億元，
創5個月新低。
湘財證券認為，「兩桶油」出現
較大幅度下跌，且從漲跌幅榜數據
來看，漲停個股超40隻，而跌停個

股15隻，跌幅超過5%的個股僅有
約30隻，可見市場典型為權重股拖
累，大多數個股的調整幅度，其實
並沒有那麼大。

專家：負面因素影響走勢
新時代證券分析師孫衛黨表示，

經濟數據公佈後不甚樂觀，市場又
開始擔心，因此再次走弱。目前
看，部分行業前景黯淡，經營不善
或有股份質押的股票不具備較強的
反彈動力。
此外，中美貿易爭端的進展仍然

是影響市場走勢的主要因素，目前
進入消息相對平靜的窗口期，投資
者對後市走勢的分歧，造成市場成
交相對清淡。
市場數據顯示，隨着滬綜指調整

至2,800點一線，產業資本伺機而
動。7月初（以公告日期為準）以
來，產業資本淨增持市值為5.36億
元，為近四個月以來首次淨增持。

兩桶油拖累 滬指三連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據內地財經媒體財新網消
息指，京滬高鐵上市即將進入實際
操作層面，前期工作正在準備中。
據悉，京滬高鐵投入運營7年來，
目前年盈利可突破百億元（人民
幣，下同）規模，對於該條高鐵的
上市，被業內認為是鐵路資產證券
化的重要進程。
據財新消息，京滬高鐵的主要股

東中鐵總和社會投資方平安資管、
社保基金等，在上市問題上達成共
識，目前中國鐵路總公司正籌備上
市工作。

年賺逾百億元人幣
公開資料顯示，京滬高鐵於2011

年通車，全長1,318公里，連接北
京、天津、上海以及冀魯皖蘇經濟大
省，截至今年6月30日運輸量累計

8.25億人次。業績方面，自2014年
扭虧後持續盈利，京滬高鐵在2014
年至2017年利潤共計311.7億元，亦
是內地率先獲利的高鐵線路。
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許維鴻認

為，鐵路具有很多優質資產，但現
階段市場化程度較低，京滬高鐵如
開啟鐵路資產證券化之路，將成為
市場關注的焦點和突破口，因此有
必要堅定推行。

京滬高鐵籌備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新經濟企業如今成為寫字
樓市場生力軍。上海今年第二季甲
級寫字樓淨吸納量環比飆升
420%，據第一太平戴維斯中國區
市場研究部主管簡可分析，未來上
海經濟發展驅動力將來自互聯
網+、大數據等新興產業及其他高
新技術，料將繼續為甲級寫字樓需
求提供新動力。
該行統計顯示，今年第二季，上

海核心商務區共計五個全新寫字樓
項目入市，為市場帶來約42.6萬平
方米辦公面積，令該市核心商務區
甲級寫字樓存量升至870萬平方米。

核心空置率維持2.4%
值得注意是，受新增供應及浦西

次級商務區租賃活躍驅動，市場需
求於第二季集中釋放，季內淨吸納
量近37萬平方米，較今年一季度環
比飆升420%。強勁吸納並抵消巨

大供應給市場帶來的壓力，季內核
心商務區甲級寫字樓空置率穩定於
2.4%，同比上升2.2個百分點。期
內，上海核心商務區甲級寫字樓平
均租金走勢亦基本平穩，每平方米
至9元（人民幣，下同）/天。
含核心商務區和非核心商務區在

內，下半年上海還將迎來約140萬
平方米新增供應面積，簡可預計，
空置率可能進一步上行，但新興產
業料續為辦公需求提供新動力。

一太：新經濟撐上海甲廈租務

香港文匯報訊 瑞銀集團
認為，中美貿易戰升級將是
大概率事件，貿易戰將繼續
對人民幣構成壓力，損害中
國經濟成長。因此，該行放
棄此前對人民幣今年升值的
預測，並下調中國GDP增長
預估，把 2018 年中國 GDP
增 速 預測從 6.6% 下 調 至
6.5%。
瑞銀中國經濟研究主管汪

濤指出，雖然中國人民銀行
努力維持匯率穩定，但是
「鑒於人民幣面臨的潛在壓
力勢將加大，中國經常賬盈
餘可能顯著下降，我們預計
人民幣將面臨更大的貶值壓
力」。

人幣年底料見6.8
瑞銀預計人民幣兌美元年

底將跌至6.8，而此前預測為
6.3；明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為6.9，此前預測為6.2。而
人行會更積極地去管理人民
幣匯率的預期，有可能在必
要時重新加入所謂的「逆周
期因子」以穩定預期。
彭博引述汪濤在北京的記

者會上表示，中美貿易戰升
級是大概率事件，中美貿易
戰對中國GDP增速的拖累或
達0.5個百分點。瑞銀把今年
中國GDP增速預測從6.6%下
調至6.5%，把明年GDP增速
預測從6.4%下調至6.2%。

貨幣政策料寬鬆
「主要受貿易戰帶來的負

面影響拖累，下半年開始外
部下行壓力會逐漸增加。」
汪濤認為，為應對這些壓
力，中國去槓桿的節奏和力
度上可能會有所調整，貨幣
政策應該也可能會繼續有一
些寬鬆舉措。中國今年還有
150個點的降準，但央行料不
會降息。
昨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

雖為 11個月新低的 6.682，
不過，得益於美元的調整，
人民幣連兩日收升，人民幣
兌美元在岸價(CNY)官方收
報 6.679，較上日升 48點子
或 0.07%。不過到晚上，
CNH 由高位 6.6862 水平跌
260 點子，至最新 6.7122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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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資委昨日召開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視頻會議
稱，要高度重視資金鏈安全，保持現金流充裕，做好應對困難局面的準備，確
保穩健經營，要嚴控債務風險，進一步降低資產負債率，如加強債券特別是短
融、超短融債券風險排查。
據中國證券網報道，國資委指出，下半年要推動國有資本進一步向符合國家

戰略的重點行業、關鍵領域和優勢企業集中，以擁有優勢主業的企業為主導，
發展新能源汽車、北斗產業、大型郵輪、工業互聯網等協同發展平台。

穩妥央企實施股權多元化
穩步推進裝備製造、煤炭、電力、通信、化工等領域中央企業戰略性重組；

穩妥推進2至3家央企集團層面實施股權多元化，推進主業處於充分競爭行業
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參
與中央企業IPO、市場化債轉股、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工作。
同時，要大力化解過剩產能，成立中央企業煤炭資源優化整合專項基金，探

索市場化專業化重組整合模式，穩步有序推進煤炭資源整合。

國資委要央企嚴控債務風險

■滬深兩市昨日成交總額較上一日
縮量168億元人民幣。 中新社

■有專家認為，中國人民銀行是次傳遞的降息信號強烈，對於實體經濟、股市、樓市
都構成顯著利好。 資料圖片

■瑞銀預計
人行會更積
極地去管理
人民幣匯率
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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