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今年以來，中國內地在去槓桿的同時，

面臨中美貿易爭端加劇，以及早前出現的資金流動性風險、股市大跌等

問題。國際投行高盛和摩根大通均調低明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料2019

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6.2%和最低或見6%，人民幣最快3個月後會跌

穿7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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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摩通降中國明年GDP預測
受貿戰及股市震盪持續等拖累 最低料或見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最嚴「高送轉」新規日前出台，高送轉爆炒
行情遭遇「急剎車」，加之上周五重挫傷到
「元氣」，A股在本周首個交易日延續調
整，昨日滬深三大股指收市齊跌。
滬深交易所相繼發佈《上市公司高比例送

轉股份信息披露指引》，明確了虧損、淨利
潤大幅下滑等三種情形下，上市公司不得高
送轉，對上市公司主體提出了多項信披要
求，遏制部分上市公司以「高送轉」之名拉
抬股價，藉機減持的行為。
高送轉板塊周一開市直線向下，3分鐘內

已急跌1.6%，臨近11點跌幅進一步擴大至
3%，數隻披露高送轉預案的個股公司，迅
速跌停。A股整體情緒面亦受到影響，早盤
滬綜指高開0.05%後，維持窄幅震盪，紅綠
盤交替出現，但午後整體趨勢向下。
截止收市，滬指報 2,575 點，跌 3點或

0.14%；深成指報 7,615 點，跌 20 點或

0.27%；創業板指報 1,304 點，跌 4 點或
0.32%。兩市共成交2,550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滬市僅成交1,082億元，深市成
交1,468億元。

分析：應繼續堅持防守
受高送轉新規影響，高送轉板塊昨日大跌

超2%，此外，ST概念、貴金屬、鋼鐵行業
等也下探逾2%。但精準醫療、通訊行業、
知識產權、船舶製造、人腦工程、共享經
濟、水泥建材、港口水運等板塊逆市升逾
1%。
湘財證券分析，經過上周五重挫之後，市

場之前的熱烈氣氛迅速降溫，昨日盤面整體
調整味道較濃，漲停板個股僅約20隻，表明
當下市場已再次進入調整周期，策略上應繼
續堅持防守。源達亦指，短線兩市風險瀰
漫，中期市場或再次回撤，並反覆築底，真
正大級別的拐點可能仍需等待。

高送轉「急剎車」滬深三大指數齊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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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昨發表報告，預計中國今年經濟增
長將放緩至6.6%，明年經濟增長再進

一步放緩至6.2%，料將成為20年來最低增
長水平。高盛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劉勁津表
示，未來一年中國以至環球股市都面對不明
朗因素，尤其是中美貿易爭拗持續下，料美
國早前針對中國的措施對中國的影響將於明
年上半年陸續浮現；而內地信貸周期及樓市
放緩下，明年內地樓價或下跌5%。

貨幣政策再放鬆空間不大
另外，未來1年中國以至環球股市都面對

不明朗因素，而資金流動性面臨風險、信貸

脈衝下滑、加上市場高槓桿比率等因素也將
拖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但劉勁津亦強調，就算美國對所有中國貨

品加徵關稅，料對中國未來2年經濟增長亦
只有40點子影響，亦相信內地明年會推出更
多支持經濟措施，如推出減稅及鼓勵基建等
措施以支持經濟增長，惟他相信再放鬆貨幣
政策的空間並不大，主因現時市場已傾向使
用財政措施多於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
高盛亞太區首席策略分析師慕天輝則認

為，現時市場已全面反映美國減稅措施，加
上當地中期選舉結果已出爐，料美國日後將
進一步增加基建和減稅以支持經濟增長，明
年美聯儲或再加息4次，較市場普遍預期次
數為多。此外，在中國和美國兩大經濟體放
緩下，料其他新興市場都難以獨善其身，或
將面對進一步放緩，令環球資產價格受壓。

房地產政策明年或稍寬
另一投行摩根大通昨亦發表報告，同樣認

為中國放鬆政策的空間有限，因此相信中國
政府或選擇容忍經濟增速減慢，該行料中國
明年經濟增長目標將降到6%至6.5%。該行
原本預測明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1%，低於今
年6.6%的增速預測，以全面反映中美貿易戰
帶來的影響。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
海斌解釋，雖然監管政策和房地產政策明年

可能有某程度放鬆，但逆轉的可能性非常
低。
摩根大通又指，為應對貿易戰全面爆發，

料中國將會以「組合拳」的形式調控經濟放
緩的速度，包括推出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
策，加上人民幣適度貶值，估計可令經濟提
速0.7個百分點，以抵消貿易戰的負面影
響。

高盛料人民幣或見7.1算
至於人民幣匯率走勢，高盛劉勁津指對人

民幣兌美元今年底及明年底預測分別為6.95
算及6.9算，雖然今明兩年年底預測都力保7
算。
但他指相信美元強勢仍然會持續至明年

中，因此人民幣兌美元未來3至6個月有機
會受壓至跌穿7算，料最低或見7.1算水平。
摩根大通則預期人民幣明年底或貶至7.2

算，人行明年上半年或會進行2次降準，令
社會融資總量溫和上升1至2個百分點，同
時金融市場利率和實體經濟的平均融資成本
將會有所下降。
昨天人民幣即期官方收市價6.9351，較上

一交易日微升0.10%或70點子。至昨晚8
時，人民幣在岸即期報6.9403；人民幣兌美
元中間價報6.9453，較上一交易日跌0.21%
或147點子。

兩大行對中國經濟預測

GDP增長

人民幣

中國明年推行財政政策預測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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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東
方匯理資產管理宏觀經濟研究高級
經濟師王秦偉昨於記者會上表示，
雖然近日人民幣兌美元跌至近「7
算」的心理關口，但由於跌破「7
算」或會增加引發系統性風險的機
會，傷及實體經濟增長，因此現時
人行積極出手干預，支持人民幣匯
率。
不過他同時表示，由於現時美元

強勢，故美元進一步上升的空間有
限。因此，他認為只要中美貿易戰
不會進一步惡化，人民幣兌
美元保「7算」的機會相當
大。

「硬着陸」機會相信不大
經濟增長方面，王秦偉表

示隨着內地「去槓桿」效應
日漸浮現，加上中美貿易戰
對內地出口與投資構成壓
力，因此預料明年內地經濟
增長將放緩至6.2%，2020
年則進一步放緩至6.1%。
不過他強調，由於現時內地
的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均
基本到位，故相信內地經濟

「硬着陸」的機會不大。
內地房地產方面，王秦偉表示與

過去兩三年相比，現時內地房地產
市場的風險較低，因現時不少內地
城市的庫存已回復至較合理的水
平，其中部分一二線城市的庫存更
達歷史低位。他續指，由於樓市調
控政策令投資需求較過去減少，目
前剩下的主要為剛性需求。因此，
他預計在樓市調控政策沒有大幅收
緊的情況下，明年的房地產市場大
致與今年持平。

■兩大行昨下調中國明年經濟增長預測，主要原因包括憂慮中
美貿易爭端等負面因素持續。 資料圖片

■劉勁津相信，內地明年會推出更多支持經
濟措施。 記者馬翠媚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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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較低。 記者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通知
稱，在明年底前，境內外資銀行可申請調
增2019年度外債規模。發改委將根據經濟
金融形勢需要，進一步擴大外資銀行境外
融資外債規模，促進跨境融資便利化，引
導外資銀行外債結構優化、投向合理、效
益提高。

發改委網站昨刊登《境內外資銀行申請
2019年度中長期外債規模的通知》稱，外
資銀行要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戰略規劃的
重點方向用好外債資金，加大對實體經濟
的支持力度，促進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融
合發展，助推產業轉型升級和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

發改委要求，各外資銀行按季度報送外
債執行情況，切實防範外債和金融風險。
通知指出，在核定2019年度中長期外債規
模時，將主要考慮近三年外債實際使用情
況，以及2019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貸款
和中長期流動資金貸款的外匯資金需求。
外國銀行各境內分行2019年度中長期外債
規模可相互調劑使用，調劑情況由境內主
報告行抄報發改委備案。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昨天發佈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受託運營
2017年度報告」指出，2017年基本養老保
險基金投資收益額87.83億元(人民幣，下
同)，投資收益率5.23%。其中，已實現收
益額76.42億元，已實現收益率4.55%，交
易類資產公允價值變動額11.41億元。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自2016年12月受託運
營以來，累計投資收益額88.19億元。據刊
於社保基金理事會網站的報告並顯示，2017
年末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資產總額3,155.19億
元。其中直接投資資產934.69億元，佔基本
養老保險基金資產總額的29.62%；委託投資

資產2,220.50億元，佔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資
產總額的70.38%。2017年末，基本養老保
險基金負債餘額336.18億元，主要是基本養
老保險基金在投資運營中形成的短期負債。

14省已簽署委託投資合同
據之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透露，截
至今年6月底，全國已經有14個省市與社
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簽署了委託投資合同，
目前合同的總金額為 5,850 億元。其中
3,716.5億元資金已經到賬並開始投資，其
他資金將按合同約定分年分批到位。
報告並披露，2017年末，基本養老保險

基金權益總額2,819.01億元，其中委託省份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權益2,815.81億元，包括
委託省份劃入委託資金本金2,731.50億元，
記賬收益83.43億元，風險準備金0.88億
元；基金公積 -0.68億元（主要是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的浮動盈虧變動額）；受託管理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風險基金3.88億元。
全國社保基金會管理的資金主要包括全國

社會保障基金、做實個人賬戶中央補助資
金、部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資金、基本
養老保險基金、劃轉的部分國有資本等。
報告顯示，2017年社保基金權益投資收

益額為1,846.14億元，投資收益率9.68%；
自成立以來年均投資收益率為8.44%，累計
投資收益額約10,07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評級機構標普全球
評級昨天發佈的《中國力促汽車行業轉
型，有利於技術領先企業》表示，中國
汽車行業正在經歷諸多變化，從業者將
面臨盈利承壓與政策加碼的雙重挑戰。
報告指出，從1至10月銷售數據來看，
中國2018年全年汽車銷量很有可能出現
至少200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
標普稱，對未來12至24個月中國汽車
行業、特別是乘用車行業的前景持負面
看法，預計由於各種各樣的短期及中長
期挑戰，2019年中國乘用車銷量只會增
長1%到2%，2020年將增長3%到4%。
不過同時，標普指技術領先企業將迎

來更大的政策面利好。標普全球評級信
用分析師胡力舟表示，即將生效的監管
政策將有利於業內的技術領先企業，同
時為缺乏自主技術的車企設置難以逾越
的屏障。該行稱看好技術實力領先於中
國汽車行業的吉利汽車（0175.HK），預
計其市場份額將會進一步擴大。作為新
能源汽車開發的先行者，北京汽車
（1958.HK）也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比亞迪擱置加拿大設廠
另外，據路透社引述比亞迪股份

（1211.HK）的一位高管稱，已擱置開設
其首家加拿大電動卡車生產廠的計劃，
但可能在商業理由充足時重啟該項目。
比亞迪原計劃今年開設這家位於安大略
省、員工人數約為40人的工廠。
比亞迪加拿大副總裁Ted Dowling稱，

只是現在不會啟動項目而已，當這個商
業案例變得有意義時就會去做，並稱比
亞迪的決定與安大略省在7月3日取消對
環保汽車的激勵及碳排放「總量管制和
交易」（cap and trade）制度無關。
Dowling並未給出擱置該計劃的具體原
因，但指出該公司在贏得加拿大巴士訂
單方面的進展大於卡車訂單。

■滬深交易所推出新指示，遏制部分上市
公司以「高送轉」之名拉抬股價，藉機減
持的行為。 中新社

基本養老金去年投資收益率5.23%

標普：中國汽車行業臨雙重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工商銀行（1398.HK）
和農業銀行（1128.HK）昨天分別公告成
立全資理財子公司，註冊資本分別為不
超過16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120億
元。至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均已完成
設立理財子公司
據工行公告，擬設立全資子公司工銀

理財有限公司，投資資金來源為自有資
金，工銀理財擬作為工行所屬一級全資
子公司營運管理，經營範圍為面向不特
定社會公眾公開發行理財產品，對受託
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此外，
面向合格投資者非公開發行理財產品，
對受託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
理財顧問和諮詢服務等。

中行建行本月中已放消息
農行昨晚間也公告擬全資設立農銀理

財有限公司，農銀理財擬申請經營業務
與工行相同。農行指，通過設立理財子
公司，實現理財業務專業化經營和建立
有效的風險隔離機制，有利於推動理財
業務回歸資管行業本源，進一步加大對
民營企業等各類經濟主體的支持力度。
註冊地為深圳市。
早於 11 月 15 日，中國銀行（3988.
HK）已率先公佈，董事會審議通過，擬
以自有資金出資不超過100億元，發起設
立全資子公司中國銀行理財有限公司。
次日，建設銀行（0939.HK）稱擬設立建
信理財有限公司，註冊資本不超過150億
元，設立建信理財是建行落實監管最新
要求、適應內外部經濟金融環境變化、
促進理財業務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舉
措，註冊地擬為深圳市，作為該行所屬
一級子公司管理。

四大行完成設立理財子公司

發改委：續擴大外資行境外融資外債

■標普指技術領先企業將迎來更大的政策
面利好。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