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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證綜指昨收盤創逾兩年半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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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從2015年高位起

跌47.6%
從美國徵收鋼鋁關稅起

跌16.9%

貿戰升級 A股兩年半新低
出招刺激人幣短暫 市場看淡經濟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央行釋放穩定市場預期信號，然而

昨日人民幣兌美元匯價仍然低走。另

外，隨着中美貿易戰的升溫，市場憂慮

也在增加，加上機構對近日將公佈的經

濟數字不甚樂觀，人氣渙散的A股市場

在亞太區跌幅最大，其中上證綜指連跌

4天，2,700點雖失而復得，收市仍挫

1.29%，創近兩年半收盤新低；深成指

更出現九連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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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A股因素
■中美貿易戰升溫

■ 美指強勢，人民幣
兌美元匯價仍受壓

■ 機構預計將公佈的
經濟數據顯示內地
經濟仍有下行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海巖）央行出手
維穩人民幣匯價，昨日起正式將遠期售匯外匯風
險準備金率從零上調至20%，昨日人民幣即期一
度升500點，其後將升幅全部回吐。交易員表
示，強勢美指及中美貿易戰升級等均對人民幣造
成壓力，且市場仍在博弈並試探監管底線，短期
料人民幣仍易跌難升。

在岸離岸價雙雙倒跌
昨公佈的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較上一個交易日
下調191點，報6.8513，刷新逾14個月新低。在
岸人民幣（CNY）及離岸人民幣（CNH）早盤雙
雙攀升，CNY於9時30分升至6.8的全日高位，
較上個交易日升500點；CNH則於9時48分升至

6.8244的全日高位，較上日升逾200點。不過其
後兩者升幅均大幅放緩，截至昨晚8時，CNY及
CNH分別報6.8495及6.8624，分別較前一個交易
日倒跌數點和數十點。
有市場人士猜測，監管層出手或意味市場看空

壓力在上升，若後期美指續漲，逆周期政策料會
持續出台；人民幣或續承壓，但失控可能性並不
大。

經常項目順差58億美元
另外，國家外匯管理局昨公佈，二季度中國經
常項目由上季逆差341億美元轉為順差58億美
元，上半年累計逆差283億美元。上半年，非儲
備性質的資本項目順差（含淨誤差與遺漏，下

同）784億美元，剔除估值影響後外匯儲備（下
同）增加494億美元。
數據顯示，二季度經常賬戶順差58億美元中，

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貿易順差1,042億美元；服務
貿易逆差737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繼
續保持順差，為182億美元，跨境資本延續2017
年一季度以來淨流入的趨勢。同時，來華直接投
資保持在較高規模，二季度直接投資淨流入299
億美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淨流出287億美
元，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淨流入586億美元。
儲備資產亦小幅增長。二季度儲備資產因國際收

支交易（不含匯率、價格等非交易因素影響）增加
239億美元，其中，外匯儲備增加229億美元。
外管局認為，二季度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近幾年內地經常賬戶收支已經進入平衡區間，小
幅順差或者小幅逆差都屬於基本平衡。未來經常
賬戶差額有望總體保持在合理區間，國際收支仍
將保持總體平衡。

人幣中間價逾14月最弱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
普今年3月宣佈對進口的鋼鐵和
鋁分別徵收25%和10%關稅，
鋼價上漲已影響公司利潤，內
地家電企業青島海爾的美國子
公司GE家電公司指出，美國當
地鋼板等原材料漲價，今年以
來令海爾美國子公司的成本上
升。海爾高層昨提醒，特朗普
的關稅政策最終會令美國消費
者的利益受損。

貿易戰開打 原材料漲價
青島海爾2016年收購通用電

氣的家電業務及相關資產。據路
透引述海爾副總裁、海外市場總
經理李攀透露，為減輕影響，今

年已兩次調高零售價格。「目前
我們的挑戰是通脹，不僅是鋼板
價格，還有其他商品。這將衝擊
我們的利潤。」
GE家電公司只有5%產品從中

國進口，例如窗式空調。這些產
品在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
稅的大名單中，海爾方面透露，
這些產品有望申請豁免，目前公
司正在進行相關諮詢。李攀表
示，若最終加徵關稅難以避免，
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承擔這些提高
的成本，「如果加徵關稅稅率是
20%，那我們也需要將售價漲兩
成。」GE 家電去年營收達
458.94億元，佔海爾當年1,592
億元總營收的近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 鍾昊華）中美貿易戰升
溫為世界經濟帶來更多不
明 朗 因 素 。 東 方 海 外
（0316）貨櫃航運聯合行
政總裁王海民昨在業績發
佈會上指出，前兩輪關稅
對航運，特別是集裝箱影
響有限，全面的貿易戰對
航運有一定影響。另一聯
合總裁董立均亦指，第三
季屬傳統旺季，近期貨運
量亦錄得增幅，估計是部
分客戶希望趕在貿易戰之
前將貨物輸入美國，惟第
四季可能受貿易戰影響。

擬將運力全球化
王海民稱，上半年人民

幣貶值，近期亦有船公司
減少、撤銷美系航線，可
在供求關係上抵消部分貿
易戰帶來的衝擊。該公司
數據顯示，上半年太平洋
航線東行增5.9%，其中中
國到美國的貨運量增加逾
4%，佔美國總體貨量六
成，相信市場需求不會隨
着關稅增加而發生重大變
化。美國訂單或向中國以

外的市場轉移，公司會隨
需求調整運力並持續關注
貿易戰進程。他又指公司
太平洋航線30%的訂單來
自東南亞，比重還在不斷
增加，公司屬全球化運
營，未來會將運力向中國
以外的地區分散，順應市
場需求分配倉位。
中遠海控（1919）收購東

方海外的交易已完成，中遠
海控及上港集團多名成員接
任董事。東方海外新任行政
總裁黃小文透露，首要目標
是提升協同效益，集團已成
立專責團隊，料協同效益每
年逾4億美元，最快半年可
見成效。他指，公司目前運
力約70萬箱，目標增至100
萬箱，兩公司合併後合共有
270萬箱運力，計及新船訂
單後，運力將超過300萬
箱。
王海民表示，東方海外將

維持上市地位，包括原有的
管理架構和獨立定價權，營
銷團隊和服務流程亦保持不
變，但會在後台及整體業務
方面作出調整，與中遠海控
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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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海爾：美業務受衝擊

受中美貿易戰和人民
幣匯價走低影響，上證綜
指連跌4天，深成指更出
現九連跌。 中新社

■王海民(右
二)指全面的
貿易戰對航
運有一定影
響。左二為
董立均，左
三 為 黃 小
文。

實習記者
鍾昊華 攝

中中 美美 貿 易 戰貿 易 戰

央行自昨日起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回
20%，昨天人民幣兌美元即期曾大漲逾630

點，但之後逐步縮減升幅，收市續轉跌；國家外
管局公佈第二季度經常賬戶重回順差，但包括旅
遊、教育和娛樂，以及外國技術和專利採購的服
務貿易逆差擴大，凸顯了內地的經濟特性正在改
變，渣打大中華和北亞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表示，
由於外國企業第二季度將利潤匯出內地，該逆差
規模超過預期，但預計全年經常賬戶可能仍為順
差。

觀望內地CPI PPI數據
本周內地將公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工

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路透綜合40多
家機構預測中值結果顯示，7月CPI同比漲幅持平
於上月，但PPI同比預計回落至4.4%；當月工業
增速受基數因素影響有望小幅回升至6.3%，投
資、消費則較上月持平，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滬深兩市昨低開低走，滬綜指全日收報2,705
點，創近兩年半收盤新低，跌35點或1.29%；深
成指報8,422點，跌179點或2.08%；創業板指報
1,440 點，跌 40點或 2.75%。兩市交投萎縮至
2,911億元（人民幣，下同），雖較上日略增63

億元，但仍未越過3,000億元。至此滬綜指連續四
個交易日下探，更不可思議的是，深成指日線出
現了罕見的九連跌。
行業板塊中，僅銀行、電信運營小幅收紅，煤
炭、工程建設等板塊微幅下探，相對抗跌。領跌
兩市的高送轉板塊重挫近6%。上海自貿、滬企改
革板塊均位於跌幅榜前列，前者暴跌近5%，後者
亦下滑近4%。此外，智能電視、次新股、共享經
濟、農藥獸藥、寧夏、快遞概念、獨家藥品、富
士康、社保重倉、交運物流等板塊，均下挫超過
3%。
東北地區持續高溫，令海參養殖受到重創。但
獐子島公告稱公司養殖的海參目前未發現異常情
況，因有望受益於海參價格上漲，獐子島股價漲
停。深陷輿論風暴的美年健康公告，稱廣州市天

河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已向公司下屬廣州美年富
海門診部出具《責令整改通知書》，該股盤中暴
瀉逾7%，後跌幅收窄至1.84%。

外資上月淨買入284.7億
雖然近期行情不佳，但有跡象外資正在積極抄
底。據Choice金融終端數據統計，截至本月3
日，借道滬深股通的海外資金已連續5周淨買入A
股，單周淨買入額超過72億元。整個7月，北上
資金累計淨買入額達284.7億元，處於滬深港通開
通以來的中上水平，同比增近三成，這些資金主
要流向了金融股和周期股。
此外，昨日收市後，財聯社披露，華夏養老目
標2040、富國鑫旺等多隻養老目標基金正式獲得
證監會批文，料將為市場帶來中長期資金。

▼

大學聯招昨日放榜，醫科仍然成為最熱門
的選擇，有269名學生入讀醫科，港大醫學
院取錄了應屆文憑試的「超級狀元」黃子
衡。狀元的選擇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背
後折射的社會現實卻發人深省。目前本港產
業單一，局限了年輕人的選擇，而香港急需
發展創新科技，加快產業多元化，拓寬年輕
人的出路。莘莘學子的目光應更遠大，看到
科技發展乃大勢所趨，用更廣闊的視野規劃
學業和人生前途。

醫科近年在香港被稱為「神科」，尖子生
對其趨之若鶩。今年的9名狀元中，就有4
人修讀醫科或牙醫。根據統計，在2013年
至2017年誕生的27位高考狀元中，就有16
位選擇了讀醫科，比例高達六成。雖說醫科
在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屬熱門專業，但香港如
此高的比例並不正常。選擇修讀的學科需結
合自身興趣、職業前景，香港「狀元」選擇
讀醫，反映有治病救人的熱情，值得尊重。
但香港「狀元」對醫科情有獨鍾，背後與香
港經濟現狀、收入水平有直接關係。

醫生在香港是一項可以獲得體面生活、受
人尊敬的工作，可謂「有錢又有面」，進入
醫生行列，基本上相當於踏入社會的上流階
層。根據香港醫管局公佈的資料顯示，公立
醫院醫生每月最低底薪在 50,000 港幣以
上，相比去年大學畢業生平均15,000元的
月薪，高出一大截。

香港大部分學生，只要成績優秀的，都

一窩蜂讀醫生、律師、環球商業等專業，
反映香港雖然高度商業化，但產業結構單
一，主要是以金融業為主的服務業，導致
年輕人的就業選擇狹窄，優秀的年輕人都
流向醫生、律師等最穩定又可以賺取高收
入的行業。但這不利於香港培育多種人
才，更不利於創新創科發展和提升香港競
爭力。

科學技術是每個社會的核心競爭力。特區
政府鼓勵創科，要加快產業化步伐。自動化
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正在顛覆所有傳統
行業，醫生和律師未來有部分角色會交由人
工智能代勞。政府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大手筆
撥款逾500億元發展創新科技，應該和業
界、學界共同合作，發展本港新優勢產業，
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一方面增加年輕人的
出路，另一方面為香港培育人才儲備，形成
創科創新發展的良性循環。

本港年輕人亦要目光遠大，衝出香港，融
入大灣區。香港市場有限，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近日指出，大灣區內的6,700萬人將是香
港的「本土市場」。鄰近的深圳，近年在創
新科技上取得豐碩成果，對科研人才求才若
渴。如今內地一線城市的薪酬待遇已媲美本
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日前內地宣佈取消《港澳台人員就業證》政
策，大大便利港人北上發展。年輕學子考慮
人生事業規劃，應跳出香港，擁抱國家發展
和大灣區新的機遇。

加快產業多元化 拓寬年輕人出路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安排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於下周二(14日)進行演講，引起本港社會高度關
注，特首林鄭月娥日前亦表示遺憾，可惜FCC充耳不
聞，昨日發聲明指自由社會容許人民自由發言，公眾
有權聆聽各方聲音，暗示陳浩天的講座將如期舉行。
鼓吹「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及《刑事罪行條例》
等本港法律，FCC竟然在屬於政府物業的會所讓陳浩
天肆無忌憚地散播「港獨」言論，挑戰「一國兩制」
底線，是不尊重特區政府之舉。世界各國或地區都尊
重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容許外國機構利用本國場
所鼓吹分裂國家、煽動暴力抗爭。FCC非法外之地，
不能淪為縱容「港獨」、反中亂港的平台，必須懸崖
勒馬，取消陳浩天的演講。

1982年以前，FCC在港並無固定會所，直至1982
年才獲批租用中環下亞厘畢道2號北座的政府物業作
為會場，一直續租至今。日前，特首林鄭月娥指出，
外國記者會會所是特區政府的物業，由1982年起借予
記者會使用，收取市價租金。她指政府尊重國際傳
媒，又指作為國際城市，十分歡迎外國記者來港工
作，故過去幾十年仍續租。香港尊重新聞自由，歡迎
外國記者客觀報道香港情況，同樣，FCC也應遵守香
港法律、尊重香港的社會禁忌。

「香港民族黨」、陳浩天等鼓吹「港獨」的組織和
政客，企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明顯違反香港
基本法、《社團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公安
條例》等法律條文，應受到法律制裁，在香港沒有任
何散播「港獨」謬論的活動空間。

FCC口頭上說尊重香港法律，實際卻反其道而行，
不理會特首林鄭月娥和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

提醒勸喻，不理會香港社會主流的反對，不知進退，
一意孤行，要在租用政府物業的會所為陳浩天播
「獨」搭台，枉費特區政府對FCC的尊重，更嚴重違
反香港法例，已超越香港社會可接受的底線。

保安局根據《社團條例》，考慮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保安局亦給予機會讓「香港民族黨」提出
申述， 並已應陳浩天的要求，延長申述時間。日前，
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有關案件時表示，目前正處於法律
程序中，加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處理上訴的機
構，她現階段不適合評論案件。

一旦案件進入法律程序，不妄加宣傳評論，確保案件
的審訊不受干擾，這是法治社會行之有效、受廣泛遵守
的基本原則，是尊重法治的體現。連特首林鄭月娥都自
覺遵守此原則，以免予人未審先判或向行政會議施壓的
誤會。為何在此敏感階段，FCC毫不避忌，還要創造機
會予案件的被告──「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公然
鼓吹「港獨」理念，是否有意讓陳浩天施展哀兵之計，
打「悲情牌」，以左右輿論，吸引更多外國媒體及勢力
的關注，從而干擾特區政府對「香港民族黨」案的裁
決？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已進入法律程序，FCC不
保持緘默中立，反而替「香港民族黨」張目，更不尊重
香港法治、違反新聞道德操守。

FCC的聲明表示，相信在香港等自由社會，即使有
人不認同他人的某些觀點，容許人民自由發言和辯論
亦是尤關重要。「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
行。」香港法律保障言論自由，但鼓吹「港獨」根本
無關言論自由，FCC假自由之名為「香港民族黨」、
陳浩天張目，做「港獨」幫兇，損害香港利益，自毁
FCC專業和獨立的形象和聲譽。

FCC非法外之地 豈可縱容「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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