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資加快 金管局再接50億
陳德霖派定心丸 隨時應對資金急劇外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美聯儲下月加息機會高，新興市場熱錢流出加劇，港匯連日觸及7.85弱

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昨再出手接多50.24億港元沽盤，2日內4度入市累接168億港元，令本港銀行體系結

餘周五進一步縮至926.14億元。熱錢流走加快下，股匯雙殺。有分析認為，港銀最快下

月調升最優惠利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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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自4月中23次
出手接港元沽盤

日期

4月12日-19日

5月15日

5月16日

5月17日

5月18日

8月15日

8月16日

總額：871.44

註：*4月12日-19日期間累計入市13
次 製表：記者馬翠媚

買入規模
（億港元）

513.31*

15.7

47.89

47.1

19.63

26.14

33.76

21.59

23.55

72.53

50.24

港元拆息續全面上升
到期日

隔夜

1星期

2星期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6個月

12個月

製表：記者馬翠媚

昨報(厘)

0.71911

1.05714

1.15429

1.38304

1.62857

1.86300

2.08393

2.48339

按日變幅

+7.73%

+27.42%

+30%

+9.22%

+2.73%

+3.29%

+1.51%

+1.14%

港匯年內表現反覆偏軟，在4月曾多次觸及7.85弱方兌換保
證，金管局終於在4月中首度出手承接港元沽盤，緊接的1個

月時間出手19次，本港銀行體系結餘亦由原本的1,800億元縮減至
千億元水平附近，港匯見輕微反彈，金管局亦未有再入市。

銀行體系結餘縮至926億
然而在時間推移下，港美息差持續擴闊，港匯在本月

再度緊貼7.85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在前日終再出
手，並在日內3度入市接約118億港元沽盤，令本港
銀行體系結餘跌穿千億水平，昨再買入50.24億港
元，入市次數及規模明顯增加，熱錢流走速度似
加快。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再為熱錢流出解畫，指
過去多年有約1萬億港元資金大量流入本
港，而因應近期港美息差擴闊，令套息交易
增加，資金亦因而流出港元，他認為此乃聯
繫匯率制度下的正常運作，及香港利率正
常化的必經過程，強調金管局會繼續在港
匯觸發弱方兌換保證時買入港元，以確保
港匯穩定，又提醒市民必須小心管理利率
和市場風險。
對於外界憂慮熱錢流走速度加快，陳
德霖重申香港銀行體系有足夠的流動性
應付資金大規模流動，又指金管局隨時
準備透過調校總額達1萬億港元的外匯基
金票據的發行量以提供額外流動性，應
對資金可能出現急劇外流的情況。

拆息續升 1個月超1.38厘
資金流動性抽緊下，港元拆息昨繼續
全面上升。其中與供樓按息相關的1個
月拆息升約12個基點至1.38304厘，創6
月22日以來最大漲幅。短息方面升勢凌
厲，1星期拆息升約23個基點至1.05714
厘，2星期拆息升約25個基點至1.15429
厘；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昨報2.08393
厘，1年期報2.48339厘。港匯見輕微反
彈，昨晚7:30報7.8496。

下月結餘料縮半 或需加P
上商財資業務處研究部主管林俊泓表
示，金管局昨「再度」入市時曾在本港
交易時段接貨，與上一輪全在外圍進行
有別，此舉或反映銀行對港元資金需求
見飽和，或因而無法消化市場的港元沽
盤，因此預期金管局本輪接盤量或較
大，銀行體系結餘下月或再降至500億
元，屆時本地銀行加P機會將增加。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亦指本地
銀行年內有加P可能，但認為12月加P
的機會高於9月。她又指港元拆息昨升
幅未算急，加上港元拆息上揚後，港匯
未有明顯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反映
資金流出港元速度不算太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將
重啟貿易談判，為雙方對峙局面帶來曙
光，扭轉人民幣近日跌勢。官方昨開出人
民幣兌美元中間價6連跌，報6.8946，較上
一交易日再下調90點子；離岸價昨早段交
易時間偏軟，最低曾見6.9577。中美重啟
談判消息傳出後，離岸價轉跌為升，至午
後升幅擴闊，相對全日低位曾倒升逾800
點子，與在岸價雙雙收復6.9關口。有交易
員指，因應美匯持續強勢、並無偏軟跡
象，人民幣未來可能會繼續受壓。

兩岸價倒掛 齊收復6.9關口
人民幣離岸價及在岸價昨迎來大反彈。

離岸價昨凌晨時段曾跌穿6.95關口，其後
在早段交易時段造好，在中午前收復6.9關
口，曾高見6.8708，之後反覆靠穩；在岸
價昨早段交易時段隨即走高，午後曾高見
6.8810，相對全日低位反彈545點子，之後
表現反覆，在6.9關口徘徊。截至昨晚7時
30 分 ， 在岸價報 6.8952， 離 岸價報
6.8843，每百港元兌87.7人民幣。
有外匯交易員指，人民幣昨日上午走升

後，然而購匯仍相對偏多，造成人民幣下
午多數時間內回吐漲幅，尾盤看到至少一
家中資行拋售美元，將人民幣價格自
6.9150元附近推升至6.8960元一線。料中
國代表團將於8月底赴美進行貿易談判的

消息，將有助支持新興市場貨幣反彈，加
上傳人行上海總行限制人民幣通過自貿區
分賬核算單元（FTU）賬戶外流，因而收
緊離岸流動性、緩和貶值情緒，帶動離岸
價及在岸價反彈。

美元強勢未改 人幣將續受壓
然而美元目前未見偏軟跡象，料人民幣

兌美元將繼續受壓。摩根士丹利分析師
James Lord、Min Dai等人在給客戶的一份
報告中說，「儘管人民幣出現反彈，但我
們繼續強調人民幣面臨的結構性逆風，包
括結構性經常項目盈餘縮小、利差急劇縮
小以及經濟活動放緩」，預計人民幣可能

進一步走軟。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亦表示，美

元持續走強下為人民幣帶來新一輪貶值壓
力，然而自人行釋放強烈穩定訊號以來，
人民幣表現優於一籃子貨幣，人民幣指數
亦保持在92以上水平，加上人民幣中間價
昨明顯低於預期，因此料人民幣指數不會
跌穿92。

中美將重啟談判 人幣倒升

■■港股連跌港股連跌55日日，，昨一度失守昨一度失守2700027000
點關口點關口，，成交增至成交增至12481248億元億元。。中新社中新社

■■陳德霖提醒市民陳德霖提醒市民，，
須小心管理利率和市須小心管理利率和市
場風險場風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離岸人民幣大跌，引
發市場動盪。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人
民銀行上海總部昨天上午發出通知，禁止
自貿區商業銀行通過同業往來賬戶向境外
存放或拆放人民幣，通過收緊離岸人民幣
流動性增加做空成本。消息令離岸人民幣
兌美元(CNH)大幅反彈，重返6.8水平。

實體跨境收付需求不受影響
據稱，人行上海總部通知指出，鑒於近

期離岸人民幣價格波動較大，即日起上海
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簡稱FTU）的三個
淨流出公式暫不執行，各銀行不得通過同
業往來賬戶向境外存放或拆放人民幣資
金，同時不得影響實體經濟真實的跨境資
金收付需求。

收緊離岸流動性 增做空成本
華僑銀行駐新加坡經濟學家謝棟銘認

為，該舉措屬於監管層眾多工具裡的一

種，近期離岸CNH一直偏弱，控制離岸
CNH走勢有利於穩定在岸預期，「增加做
空成本，對空頭來說是個警鐘。」
根據央行上海總部的《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分賬核算業務實施細則（試
行）》相關通知，自貿區FTU賬戶日常管
理應滿足的三個條件包括：FTU清算賬戶
日末餘額 ≤ 該日清算收支淨收額的10%
× 宏觀審慎調節參數；FTU清算賬戶月內
日終累計淨額 ≤ 10億元人民幣；FTU清

算賬戶按月的日餘額累計 ≤ 0。其中宏觀
審慎調節參數由央行上海總部制定，並可
根據資金流動及風險審慎管理需要進行調
整。
上海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是指上海市金

融機構為開展上海自貿區投融資匯兌等創
新業務，在其市一級機構內部建立的自由
貿易專用賬務核算體系；FTU可通過自由
貿易賬戶（FT賬戶）為區內主體及境外機
構提供金融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騰訊(0700)業績差過
預期觸發股價急挫，拖累恒指顯著低開逾400點，
一度失守27,000點大關。騰訊尾市跌幅收窄，恒
指跌幅減少至223點，報27,100點，但仍是1
年的低位，成交進一步增至1,248億元。港股
連跌5日，累跌逾1,500點。「北水」繼續流
走，滬深股通合計流出逾38億元，當中單
是騰訊流走的「北水」已逾14.5億元。

騰訊ADR終反彈 重上330元
晚上美股開市後急彈，中段升347點；
港股ADR指數亦回升，反彈213點。港
股夜期尾市升190點，高水134點。在美
上市的恒指成份股普遍回升，騰訊折合
報332.59元，較港收市價升2.1%；匯控
(0005)亦升1.1%，中移動(0941)升0.1%。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土耳

其貨幣危機令投資者普遍採用謹慎保守
的策略，基金大戶均選擇減持高風險投
資。技術走勢上，恒指月線圖已跌穿上
升趨勢，弱勢已成，相信50天線跌穿
250天線的「終極死亡交叉」，威力會逐
漸顯現。

沈振盈：升近28000料再尋底
港股短期跌勢過急，不排除短線會出現

反彈浪。但沈振盈指，反彈的主要動力，
來自淡友平倉而出現的「冚倉盤」，即使
反彈，升至27,800至28,000點前已會面對
龐大阻力，除非外圍有大型利好消息，否則
港股仍會續尋底。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應邀訪美，市場憧憬中

美貿易戰可能有轉機，惟國指仍要跌55點，
報10,479點。科技股跟隨騰訊捱沽，閱文
(0772)再跌5.2%，跌穿50元大關兼創新低。
跌至新低的還有平安好醫生(1833)，業績前再
跌2.3%。舜宇(2382)再跌1.4%，通達(0698)更
跌7%；但聯想(0992)業績後被大行調升評級，
該股升3.4%。

科技股續捱沽 內房股逆市升
內房股逆市靠穩，恒大(3333)成逆市奇葩，最

多曾升近9%，收市升7%；碧桂園(2007)也升近
3%。豬肉股就全線向下，昨午傳出萬洲(0288)旗
下的鄭州雙匯屠宰場生豬感染非洲豬瘟被封鎖，
雙匯集團在A股收市後證實了消息內容屬實，A股
上市的雙匯發展跌停板，萬洲一度跌過11%，收
市仍挫7.5%，是表現最差藍籌股；雨潤(1068)全日
亦要挫5.3%。

傳央行禁人幣通過滬自貿區外流

港股外圍中段彈逾二百點

恒指5日累挫1507點

88月月99日日
收收2860728607

昨低見昨低見
2687126871

昨收昨收2710027100
--00..8282%%

99日日 1010日日 1313日日 1414日日 1515日日 1616日日
2018年8月

銀行體系結餘持續下降銀行體系結餘持續下降每美元兌港元每美元兌港元

77..8500085000

77..8460084600

77..8420084200

億港元億港元

18001800

14001400

10001000
銀行體系結餘銀行體系結餘
今降至今降至926926..1414億元億元

港匯昨港匯昨1818：：4141
報報77..849448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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