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央行專家：「帶路」基建融資機遇巨大

富時羅素最快下周納A股
比例或逾0.8%超MSCI 法巴：A股或吸資1.45萬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雖然A股近期

表現不佳，但國際化進程未有

受到影響。在MSCI宣佈A股

正式「入摩」的四個月後，其

競爭對手富時羅素也加快了納

入A股的步伐。執行長表示最

早將於下周作出是否納A的決

定，納入比例可能超過

MSCI。富時羅素行政總裁麥

思平（Mark Makepeace）昨

透露，最快將於下周決定是否

將A股納入全球新興市場基準

指數，納入比例可能超過

MSCI，即是超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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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AA股兩市成交股兩市成交22,,508508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較前一交易日縮較前一交易日縮
量逾百億元量逾百億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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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羅素的官網顯示，隨着QFII
和RQFII額度的增加和申請流

程的加快，早在2015年5月，富時
羅素就計劃將中國A股納入其全球基
準。行政總裁麥思平本周接受彭博
電視採訪時更透露，公司將於下周
稍晚，或者下下周決定是否將A股納
入全球新興市場基準指數，隨後會
決定納入比例。「納入的權重可能
高於0.8%，我們將很快做出決定並
宣佈。」
彭博報道又稱，今年以來，A股

表現在全球市場敬陪末座，中美
貿易戰和新興市場動盪也遏制了
近期外資進場佈局的步伐。但是
MSCI、富時羅素等全球指數體系
如果相繼為A股打開大門，意味着
中國站上國際金融舞台的趨勢不

會因為市場動盪而發生改變。

「資產管理人眼光更長遠」
「我們的客戶都是一些大型資

產管理人，他們通常會有更長遠
的眼光，」麥思平表示，「所以
短期波動可能影響他們做決定的
時機，但他們真正在乎的是如何
參與長期的成長。」
法國巴黎銀行上個月發表的報

告指出，中國逐步被納入全球股
票和債券基準指數可能刺激1.3萬
億至1.45萬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並在未來幾年內重塑資產類別之
間的交易關係。除了MSCI和富時
羅素，摩根大通和彭博巴克萊指
數也可能在明年作出調整。
新時代證券策略師樊繼拓亦表示，

如果越來越多的國際指數納入A股，
長期看有助於中國市場和國際接軌，
增加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力。
對於A股納入的權重考量，麥

思平解釋，由於外資最多只能在A
股股票中持有30%，並且滬深港
通的交易也有額度限制，「所以
我們要判斷納入中國的比重應該
是多少，不會衝擊市場，也不會
因為納入的比重太高，導致外資

無法持有。」

短期料提升市場氣氛
祺翔資本資深顧問馬志豪認

為，富時羅素如果納A，短期會帶
來一些增量資金，提升一下市場
氣氛。「但是外資入場還是要從
更長遠的影響看，短期和MSCI納
A之後一樣，對市場不會造成太大
的影響。」

■麥思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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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美國總統特朗
普聲稱貿易談判上不急於與中國達成協調，市場投資氣氛
再次轉差，昨日A股三大股指震盪下挫，其中創業板指更
創下4年來新低。截至收盤，滬綜指跌0.18%報2,681.64
點，深證成指跌0.61%報8,113.88點，創業板指跌1.78%
報1,366.57點。兩市成交2,508億元（人民幣，下同），
較前一交易日縮量逾百億元。

科技股回調跌逾2%
科技股昨日大幅回調，國產軟件、網絡安全、計算機設

備等板塊均跌逾2%。此外，近期表現搶眼的軍工板塊回
落，醫藥股持續回調，高送轉、次新股等亦跌幅居前。雖
然大消費股一度走強，曾帶動滬指小幅翻紅，但不抵尾盤
下跌趨勢，最終滬綜指收跌0.18%報2,681.64點。
消費股則表現尚佳，飲料製造、白酒等板塊漲幅超過

1%，個股上通葡股份漲停，另外金種子酒、酒鬼酒、伊
力特亦有不同程度漲幅。另外，受蔚來汽車在美股大漲
75%刺激，汽車板塊迎來大幅上漲，其中奧特佳、特力
A、松芝股份等漲停。
巨豐投顧認為，近期市場仍有反覆需求，尤其是在反彈

未果下，要謹防下周繼續的陰跌以及強勢股繼續殺跌。當
然，在多因素托底以及成交極度萎縮下，市場下行空間有
限。廣州萬隆稱目前市場情緒雖然偏謹慎，但總體上已經
較前期略為轉好，當市場謹慎情緒逐步緩解的情況下，也
就意味着隨着股指的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在深圳前日舉行的「中國金融國際化
與歐洲經驗」國際報告會上，歐洲央行高
級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專家帕特里克．赫斯
表示，中歐有廣闊合作機會，「一帶一
路」將給金融市場基金設施（FMI）帶來8
萬億元平均的投資，此外，粵港澳大灣區
在金融領域將有較大增長空間。

融資需求凸顯FMI地位
帕特里克．赫斯曾任歐洲央行中國工

作組高級經濟學家，他表示，「一帶一
路」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
的，它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平台。不是簡單
的技術層面合作的平台，它能夠進一步提
升「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及地區之間
的互聯互通，包括海上的絲綢之路，還有
陸上的經濟帶，就包括亞洲、歐洲和非
洲，就通過建造鐵路、港口、高速公路和
管線，這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區域均可
以在「一帶一路」中獲益。

「一帶一路」還帶
來巨大的投資的需
求，亞洲開發銀行做
了一個估算，僅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基礎設施的投資就
高達8萬億美元，那中
國FMI就可以幫助來
滿足這些需求，從基
礎設施角度來講滿足
這些項目的需求，包
括給他們提供融資、
風險對沖和結算等需
求和服務，最好用人
民幣其他的貨幣來進行結算，它能夠處理
外幣，比方說美元、日圓、歐元，針對
「一帶一路」大量項目的發展，FMI確實
是非常重要。

大灣區金融增長空間大
在談到正在建設的粵港澳大灣區時，他

認為，中國致力建設金融灣區，要在平衡
風險和機會之後，金融領域會有很大增長
空間。他又指，香港在金融衍生品方面處
於領導者地位，是否可以在深圳也擴大金
融衍生品交易，並且不僅僅是內地，更包
括亞洲其他地區的衍生品？並稱廣州則可
作為金融創新中心。

■帕特里克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領域將有較大增長空
間。 記者李昌鴻 攝

A股納入國際指數時序
■2018年6月1日，MSCI按2.5%的納入因子將A股正式納入
MSCI新興市場指數

■2018年9月1日，MSCI將A股納入因子提高至5%

■2018年9月14日，富時羅素最快下周決定是否將A股納入全
球新興市場基準指數，納入比例可能超過0.8%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貿易戰陰魂不散，8
月份人民幣兌美元一度跌破6.90元，7元大
關在望。但外匯市場押注人民幣「破7」的
熱情，「正隨着 2018 年的夏天一起遠
去」，國際空頭忌憚人行維穩及貿易戰變
數，美國存管信託和結算公司(DTCC)數據
顯示，押注人民幣「破7」的期權交易規模
較一個月前大幅減少。不過，近期匯率走
勢顯示，中美貿易戰仍是牽動人民幣信心
的最大變數。

上周三連降至33億美元
彭博昨日報道，根據美國存管信託和結
算公司(DTCC)數據口徑進行計算，8月13
日當周通過買入美元/人民幣看漲期權，押
注或對沖人民幣「破7」的交易達到本輪貶
值以來的頂點，全周此類期權成交名義本
金高達 123 億美元，周度環比上漲了
70%。上周時，這一數額已連續第三周下
降，僅為33億美元。
分析指，8月份遠期購匯風險準備金、逆
周期因子陸續重啟，離岸市場重現中資大
行通過遠期交易抽緊CNH流動性的情形，
人行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決心和能力得到市
場認同，市場押注人民幣「破7」熱情消

退。

料人民幣今年不「破7」
加拿大豐業銀行外匯策略

師高奇表示，今年人民幣不
會「破7」，人行還會想辦法
來放慢人民幣下跌的速度，
而非逆轉市場的預期，方式
包括將離岸人民幣融資成本
保持在高位，並繼續使用偏
強的人民幣中間價來維穩匯
率等。
隨着市場信心的確立，人

民幣即期匯率進入明顯的區
間波動，市場在6.80-6.90範
圍內自發高賣低買。本周
三，在岸人民幣一度重新跌
至6.88元，人民幣籃子指數也跌至8月初觸
底以來的上行趨勢線，存在技術反彈需求，
客盤隨即有結匯陸續入場。昨日截至晚上9：
13，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報6.8549元；離岸人
民幣兌美元報6.8559元。

貿戰仍牽動市場信心
不過，報道指，中美貿易戰的進展仍

是牽動人民幣市場信心的最大變數，目
前市場預期更多呈現分化而非逆轉。近
幾個月來，特朗普政府不時放出狠話，
數度威脅要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更多關
稅，這些言論均加劇了人民幣跌勢。本
周三晚間，消息稱美方提議新一輪中美
貿易談判後，人民幣隨即大漲，令短期
反彈得到確認。

香港文匯報訊 人行昨公佈季度銀行家
問卷調查報告顯示，第三季銀行家宏觀經
濟熱度指數為35.5%，比上季降低6.7個百
分點；銀行家宏觀經濟信心指數為
69.5%，比上季降低11.7個百分點。
調查報告並顯示，第三季銀行業景氣指

數為67.5%，比上季和上年同期分別提高
1.1和1.6個百分點；貸款總體需求指數為
65.2%，比上季降低1.5個百分點。
具體分行業看，製造業貸款需求指數為

58.4%，比上季降低1.9個百分點；基礎設
施貸款需求指數為60.8%，比上季提高0.6
個百分點。分企業規模看，大、中型企業
貸款需求指數分別為56.3%和58.1%，比
上季分別降低1.7和2.5個百分點；小微型
企業貸款需求指數為67.1%，比上季提高
2.6個百分點。
人行同時公佈的第三季企業家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為
37.2%，比上季下降2.9個百分點，比去年
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企業家信心指數
為71.1%，比上季下降4.7個百分點。
出口訂單指數為48.5%，比上季下降2.3
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下降1.1個百分

點。其中，18.7%的企業家認為出口訂單
比上季「增加」，59.5%認為「持平」，
21.8%認為「減少」。人行還公佈了第三
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城鎮儲
戶本季收入感受指數為53.6%，比上季上
升0.4個百分點；就業感受指數為44.2%，
比上季下降0.7個百分點。對下季度物價
預期指數為63.7%，比上季上升2.7個百分
點。

逾10%居民「看不準」下季房價
對下季房價，33.7%的居民預期「上

漲」，45.9%的居民預期「基本不變」，
9.6%的居民預期「下降」，10.8%的居民
「看不準」。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
佔26.0%，比上季上升1.3個百分點；傾向
於「更多儲蓄」的居民佔44.3%，比上季
上升0.7個百分點；傾向於「更多投資」
的居民佔 29.7%，比上季回落 2個百分
點。居民偏愛的前三位投資方式依次為：
「銀行、證券、保險公司理財產品」、
「基金信託產品」和「股票」，選擇這三
種投資方式的居民佔比分別為48.3%、
21.2%和17.3%。

大鱷賭人民幣「破7」大減
人行：宏觀經濟熱度按季降6.7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巍晨 上海報
道）人民銀行昨公佈，8月央行口徑外匯
佔款餘額減少 23.95 億元（人民幣，下
同），至21.5萬億元，終結了此前連續7
個月的環比連續增長。受訪專家表示，上
月人民幣匯率面臨的較大貶值壓力，以及
旅遊或留學高峰季帶來的居民換匯需求，
或是引致當月外匯佔款環比小幅減少的主
因，預計未來外匯佔款會維持「雙向波
動」態勢，單月的小幅增長或減少都是正
常現象。

微降不影響資產負債表
西部證券宏觀分析師朱一平表示，外匯

佔款在上月的小幅下行，或許同期央行離
岸市場匯率干預有一定關聯；鑒於上月人
民幣兌美元匯率基本穩定，6、7月因人民
幣兌美元貶值而形成的外匯佔款小幅增加
的趨勢受阻。她並提醒，近1年來央行資
產負債表中的外匯佔款基本變化不大，平
均每月以50億元的速度小幅增長，「上月
外匯佔款出現逾20億元的小幅下降，並不
會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產生顯著影
響」。
值得一提的是，外匯儲備、外匯佔款通

常的考量一國跨境資金流動的重要指標，

官方早前發佈的數據顯示，8月中國外匯
儲備報31,097.2億美元，不僅遜於預期，
更較31,179.5 億美元前值減少82.3 億美
元，該數據環比「兩連升」由此終結。
交銀金研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表

示，8月央行口徑外匯佔款走勢與同期外
匯儲備數據表現基本一致，外匯佔款的小
幅減少與個別擾動因素有關，並不意味着
境內有資金大幅流出，事實上，目前中國
跨境資金流動總體仍延續「基本穩定」的
格局。他續稱，上月中國外匯儲備的環比
減少與匯率估值因素有一定聯繫，總體
看，中國外儲依然保持了基本平穩，「央
行可能也未使用外匯儲備對匯市進行干
預」。
展望未來，蘇寧金研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黃志龍預計，後期外匯佔款仍將維持「雙
向波動」態勢，外匯佔款單月的小幅減少或
增加都屬正常現象。他續稱，鑒於現時美國
經濟表現強勁，美聯儲本月升息概率較大，
這或對美元構成一定提振，但美元指數要持
續強勢的可能性並不大，在人民幣匯率「逆
周期調節因子」、央行合理的資本流動管理
政策等引導下，未來人民幣中間價跌破7的
可能性較小，中間價大概率將在6.8至6.9範
圍內區間震盪波動。

8月外匯佔款終結「七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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