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股轉勢 全球步熊市
納指瀉11%轉弱先兆 韓股月插13.4%慘過A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完成期指結算後，

在昨日10月最後一天終於反彈近400點，但全個月計，

恒指仍累跌10.1%，是兩年半以來最大的單月跌幅，令

大市連跌6個月，錄得近36年來的最長跌浪。不過，縱

觀其他主要市場，會發現他們有「跟跌」的跡象，例如

納指10月急跌11%，道指也跌6%，或

是美股轉弱勢的先兆。市場有意見認

為，其他市場或正陸續步入熊市。

B1 財 經 新 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18年11月1日（星期四）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1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8年11月1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殷考玲) 渣打集
團(2888)昨公佈截至
9 月底止第三季業
績，稅前基本溢利
10.69億美元，按年
上升 31%，勝市場
預期，受季績佳刺
激，渣打昨股價午
後反彈，最高曾漲
逾2.7%，收報54.65
元 ， 升 1.5% 。 不
過，受非洲及中東
地區影響，第三季
度收入按季減少
1%，至 37.24 億美
元。被問及有傳渣
打於第四季裁員，
財務董事賀方德昨
於電話會議上無正
面回應，他只稱
2015年制定的轉型
計劃取得重大進
展，但過程中難免
涉及部門人員重
組，故此該行會小
心處理，他強調該

行有能力控制開支。

稅前基本多賺31% 倫敦價升
渣打季績勝市場預期，刺激倫
敦股價開市造好，最多曾升逾
6%，高見565.4便士，折合每股報
56.5 港元，較本港昨收市價高
3.4%。 談及中美貿易戰，賀方德
昨電話會議上表示，中美貿易戰
對該行環球業務影響只有小部
分，因為中美兩國的業務只佔該
行收入約3%，但他就觀察到部分
市場氣氛有轉弱跡象，資本市場
活動有所減慢，客戶也減少交
易，令到財富管理收入受到影
響。不過，賀方德續稱目前貸款
未受到影響，該行暫無為貿易戰
作出撥備，會繼續觀察中美貿易
戰發展。
截至9月底止第三季，經營收入

37.24 億美元，按年升4% ，但受
到非洲及中東地區影響 ，按季則

跌1%。季內，淨利息收入21.9 億
美元，按年升8%；至於淨息差按
年增長5個基點，至1.58%，該行
預期將持續受惠全球利率攀升。
該行於業績報告中指出，第三季
度的淨利息收入較第二季度穩
健，香港地區的邊際利潤進一步
增加，惟受印度及中國的邊際利
潤受壓所抵消。此外，隨着利率
上升，若干客戶更傾向於轉向更
高利率的定期存款，加上競爭受
壓，導致資產收益率的增長速度
慢於資金成本。

大中華及北亞區收入勁增
地區業務方面，該行稱非洲及
中東地區仍然充滿挑戰， 第三季
非洲及中東地區收入 6.04 億美
元，按年跌14%；不過，大中華
及北亞地區增長強勁，第三季收
入為 15.5 億美元，按年增加
10%，主要因市場增長所帶動，香
港的增幅為11%，受惠於整個類
別以及現金管理、財富管理及存
款的增長勢頭，惟部分收入被按
揭收入的邊際利潤受壓，尤其是
第三季度所帶來的影響抵消。

有信心成本開支續改善
不過，由於第三季因貿易緊張

局勢持續，加上宏觀經濟因素影
響股票市場，影響該行有部分市
場的零售投資者情緒，減慢財富
管理的增長速度。第三季度的財
富管理收入連續兩年受惠於提早
獲取銀行保險的全年表現紅利，
相關款額約為4,000 萬元。
對於業務前景，賀方德表示由
於地緣政治環境持續緊張，該行
會更加審慎控制成本，同時會將
資金投放在對該行有利範疇，他
又預計下半年的開支將會與上半
年相若，有信心集團成本開支會
持續改善。此外，賀方德續稱香
港作為主要市場，雖然面對激烈
存款競爭，但首3季仍能保持雙位
數的收入增長，他認為隨着美國
貨幣政策正常化，將會有利該行
日後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引發全
球金融市場震盪，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昨在網誌中透露，連他的老母親都問貿易戰
會怎樣發展。李小加以中美目前的爭拗，就似夫
妻進入「七年之癢」來形容，認為不應為解決國
內矛盾犧牲雙方關係，中美沒有「離婚」資本，
料股市短期仍動盪。他樂觀相信，「只要沒有肢
體衝突，一切就有迴旋餘地；只要不再惡言相
加，雙方就有冷靜協商的空間；只要互相尊重，
一切妥協皆有可能」。
李小加表示，中國和美國的經貿關係就像一

對夫妻，儘管政治體制不同、文化不同，這對夫
妻仍然在幾十年前喜結連理。婚後雙方的生活基
本還算幸福美滿，兩邊的經貿、金融與文化交流
與合作日漸緊密，美國投入的大量資金與中國的
廉價土地和勞動力完美結合，為雙方都帶來了巨
大的收益，全球投資者都通過資本市場上的投資
分享了這段婚姻帶來的巨大紅利。

全球體制仍欠有效勸架機制
但如同所有的婚姻，在興奮和激情退潮後，

夫妻很容易進入「七年之癢」，互相越來越看不

順眼，婚後的一些磕磕碰碰日積月累到今天似乎
變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和美國這對夫妻現
在就進入了這樣一個頻頻爭吵的「七年之癢」。
這對夫妻越吵越兇，誰都覺得委屈，誰也說服不
了誰。雙方雖然還住在一個屋簷下，但是話不投
機火氣旺，雙方已經開始在廚房裡互摔東西（關
稅）撒氣，氣氛非常恐怖。在現有的全球體制
下，目前也沒有一個有效的勸架機制。
李小加說，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這些問題的

答案不言自明。因為即使是最猛烈抨擊中國的評
論家也不敢擔保中美和世界今天真能承擔得起這
一世紀離婚的歷史代價。

小小擦槍走火 後果都災難性
他認為，雙方應該明白，無論此刻彼此多看不

順眼，無論對未來有多悲觀，中美雙方並沒有資
本將這樁婚姻繼續推向懸崖，至少目前還沒有。
廚房裡的溫度本來就已經很高，雙方惡言相向已
經互相傷害，廚房裡互相亂扔的鍋碗已經一片狼
藉，若一不小心升級為肢體衝突就追悔莫及了。
中美是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雙方哪怕發生一
點小小的擦槍走火，都會給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後
果，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除影響兩國亦關乎全球福祉
李小加指出，中美之間的跨國婚姻不只關係

到兩個國家的命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也影響着
全球其他國家和未來子孫後代的福祉。任何一方
都不能意氣用事，更不能為了解決短期的國內矛
盾而犧牲這樁世紀婚姻。這場婚姻的前路注定不
會平坦，但不意味着可以隨隨便便說離婚。中美
兩國就是這樣兩個不完美的夫妻，他們絕不應該
放棄彼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
信達生物製藥(1801)昨日掛牌，開
市報14.3元，高開約2%持續炒
上，曾高見16.96元，收市報16.58
元，較招股價13.98元，升2.6元
或高18.6%，未計手續費，每手
500 股可賺 1,300 元。全日成交
7.05億元，成交4,674.7萬股。

主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俞德
超曾表示，之前大市表現拖累生科
企板塊股，但本人對公司上市表現
非常有信心。據悉，信達生物為本
港第四隻未有盈利的內地生物科技
股，是次來港上市共發售2.36億
股，並已引入十名基石投資者，包
括景林資產、惠理等。

縱觀全球主要市場，10月跌最多的是韓國股
市，單月下跌13.4%，而納指及台股10月

跌幅也較港股大，之後是日本股市，滬指的10
月跌幅只有7.8%。從趨勢上來看，納指較高位
累跌12%，單是10月已跌11%；道指的情況也
類似，該指數較最高位跌7.7%，單是10月已跌
6%，法國從高位累跌10.1%，10月跌幅7.4%，
日股和台股也有10月轉弱的跡象(見表)。

道指英股最威 高位下跌少於10%
法興銀行的報告警告，全球性熊市很可能已
經開始。納指10月已進入回調區間，是08年11
月以來，首次出現單月跌幅超過10%，市值大
舉蒸發逾萬億美元。目前，全球主要市場中，只
剩道指及英國富時從高位的跌幅，累計未及
10%，其他市場已進入了調整期，而內地、本港
及韓國市場，則確認進入熊市，市場相信，較高
位已回調16%的德國股市將緊隨其後。

騰訊領漲大市 股災月食尾餬
港股方面，在期指結算完成、美股及A股雙雙

造好帶動下，恒指得以大幅反彈394點，以
24,979點結束這個股災月，大市成交1,066億
元。科技股及手機股造好，騰訊(0700)7天以來
首度上升，升幅近6%，兩大手機股瑞聲(2018)
及舜宇(2382)亦被挾升4.7及5.8%，軟件股金蝶
(0268)拆細股份至1,000股，股份全日急升8%。

港股連跌6個月累瀉5800點
但整個10月計，大市只有7天錄得升幅，恒

指累跌2,809點或10.1%，是2016年1月以來最
大跌幅。港股在連跌6個月後，已累積跌逾
5,800點。當中瑞聲及舜宇是10月跌幅最大藍
籌，瑞聲今年來已累跌逾五成，藍籌中更只有中
信(0267)、交行(3328)和中海外(0688)不用下跌。
國指昨日收報10,138點，反彈1.4%。有證券

業人士表示，10月的期指好淡角力非常激烈，
最終是淡友獲勝，期指被推低結算，11月期指
大戶反而有頗大機會挾高恒指獲利。

11月可博反彈 阻力位料26500
艾德證券期貨聯席董事陳政深亦表示，內地

最新公佈9月製造業PMI跌至50.2，遜於預期，
加上現時環球資金仍傾向留在美元資產，而人民
幣持續弱勢，資金不願停泊港股，相信港股繼續
向下的走勢不改。但恒指連跌7個月未曾出現，
故相信11月會有反彈，26,500點為阻力位，他

認為投資者可短線博反彈，但轉身要快，且要嚴
守紀律。
重磅藍籌如匯控(0005)升 2%，平保(2318)彈

1.8%，友邦(1299)彈 1.9%，吉利(0175)更急升
7.6%，以全日最高位15元報收，齊齊推升港
股。
業績股表現各異，財險(2328)第三季業績差，

全日急挫12.1%，中石油(0857)季度純利急升近
3.5倍兼發盈喜，全日升3.4%，中石化(0386)業
績後則跌2.8%，渣打(2888)第二季稅前盈利略優
於預期，股價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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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中美爭拗如夫妻「七年之癢」

渣打第三季業績撮要
項目

稅前基本溢利

稅前法定溢利

溢利

經營收入

淨利息收入

普遍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淨息差

股東權益基本回報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金額(美元)

10.69億

10.62 億

7.52億

37.24億

21.9 億

14.5%

1.58%

6.5%

按年變化

+31%

+37%

+35%

+4%

+8%

+0.9個百分點

+0.05個百分點

+1.7個百分點

信達生物一手賺1300元
■■信達生物製藥昨掛牌信達生物製藥昨掛牌，，圖圖
為公司管理層與一眾嘉賓出為公司管理層與一眾嘉賓出
席上市儀式席上市儀式。。

渣打第三季地區收入
地區

大中華及北亞地區

東盟及南亞地區

非洲及中東地區

歐洲及美洲地區

中央及其他項目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金額(美元)

15.5億

9.58億

6.04億

3.91億

2.21億

按年變化

+10%

+2%

-14%

+3%

+38%

十月全球主要股市
哪個輸得最慘？

各地市場

韓國

納斯達克

台灣

香港

日本

上海

法國

德國

美國

英國

截至昨晚6時 製表：記者周紹基

52周
高位(點)

2,607

8,133

11,270

33,484

24,448

3,587

5,657

13,596

26,951

7,903

昨報
(點)

2,029

7,161

9,802

24,979

21,920

2,602

5,084

11,422

24,874

7,138

較高峰
變幅

-22.2%

-12%

-13%

-25.4%

-10.3%

-27.5%

-10.1%

-16%

-7.7%

-9.7%

10月份
變幅

-13.4%

-11%

-10.9%

-10.1%

-9.1%

-7.8%

-7.4%

-6.7%

-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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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10月最後一
天終於反彈。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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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李小加：：困難的時困難的時

候候，，我們應該多想想這句我們應該多想想這句
關於婚姻的箴言關於婚姻的箴言「「FewFew
marriages are perfectmarriages are perfect
and a perfect marand a perfect mar--
riage is just two imriage is just two im--
perfect people whoperfect people who
refuse to give up onrefuse to give up on
each other.each other. （（世上少有世上少有
完美的婚姻完美的婚姻，，完美的婚姻完美的婚姻
就是兩個不完美的人堅決就是兩個不完美的人堅決
不放棄彼此不放棄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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