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聖誕節假期後至新年前，港股只剩三個交

易日，一般到了接近年底，股市的走勢都會偏向平穩，但今年底股市仍十

分波動。俗稱港股「黑期」的新加坡HS50指數，在外圍曾一度跌過約500

點，考驗25,000點支持。後來黑期的跌幅收窄至約130點報25,430點，較

現貨仍低水221點。市場人士表示，相較於美股越跌越有，港股尚算企得

穩，但美股在平安夜三大股指均跌逾2%，令港股今日復市存暗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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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年結 港股存暗湧
美股連日受挫 恒指走勢看A股

美國罕見連續4日都急插數百點，觸發環
球跌市，事緣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口

術」，向聯儲局的加息決定施壓，美國財長
姆努欽更幫倒忙，高調宣稱與當地6大銀行
主管對話，確保銀行資金流動性，並擬召開
為穩定股市的「美國金融市場工作小組」會
議，反令投資者重燃1987年及2008年跌市
召開「美國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的回憶，最
終弄巧反拙，令投資市場憂慮加深，使美股
在平安夜大插水，也成歷來美股表現最差的
平安夜。

分析料恒指低開約400點
美股三大股指均跌逾2%，港股的美國預
託證券（ADR）也下跌約200點，當中騰訊
（0700）ADR跌2%，加上油價急跌，中海
油（0883）ADR跌近4%，中石油（0857）
跌3%。分析師估計，今日恒指料承接美股跌
勢，加上「黑期」也低水220點，估計港股
會低開約400點，率先下試25,200點水平。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美股跌
勢已有先兆，料跌勢只是剛開始，還會持續

一段時間。不過，由於市場憧憬中央有刺激
經濟的政策推出，扶持某些板塊的發展，故
令港股在外圍跌幅相對較少。至於今日港股
復市，他指要視乎A股今天的表現。

市場較悲觀 美股已入熊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美股已

跌回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前的水平，讓他一
直引以為傲的升市政績消失，或令姆努欽有
機會成為特朗普的下一個「怪罪」目標，這
可能又會觸發市場波動。他續指，目前市場
情緒較悲觀，令全球股市面對不少壓力，他
認為美股已進入熊市第一期，跌勢會相當急
勁。
後市方面，葉尚志稱，由於環球經濟增長

放緩在即，難以帶動股市有力地反彈，同
時，投資者對經濟刺激政策的要求更高，希
望為股市提供支持，若一旦政策未能合乎投
資者預期，往後再大跌的風險也會增高。另
外，市場也會聚焦明年1月舉行的中美貿易
談判過程，如果氣氛不理想，亦會打擊股市
表現。

本港ADR於平安夜表現
股份

匯控（0005）

中移動（0941）

中海油（0883）

中石化（0386）

聯通（0762）

國壽（2628）

中石油（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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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1299）

建行（0939）

ADR美國收市價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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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內銀今
年以來表內信貸增速平穩，然而隨着資
管新規落地，未來將存在更多非標資產
轉回表內的需要，同時需面對經濟下行
風險。人民銀行網站昨公佈，國務院金
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日前召開專題
會議，研究多渠道支持商業銀行補充資
本有關問題，包括推動盡快啟動永續債
發行。有消息指，中國銀行（3988）擬
發行不超過400億元人民幣永續債券，有
望成為首間獲批機構。
對於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近日

多次公開發聲，外界認為有助穩定資本
市場預期，而監管機構在目前次級債、
二級資本債和優先股的基礎上，進一步
拓寬銀行債權融資補充資本的渠道，有
望減輕銀行在股市低迷之際直接發行普
通股補充資本對市場的衝擊。
有外媒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行擬發

行不超過400億元人民幣永續債券，有望
成為首家獲監管批准通過該類債券融資
以補充一級資本的銀行。知情人士又
指，相比非金融企業發行的永續債券，
中行計劃本次債券發行條款中引入了強
制減記條款以滿足《巴塞爾協議III》的
對補充一級資本金的要求，惟發行細節
仍待監管部門最終批准。

中行：仍在研究發行方案
中行發言人則回覆指，今年6月底該行

股東大會批准了發行不超過400億元人民
幣或等值外幣的減記型無固定期限資本
債券，該行仍在持續研究有關發行方案
中。
海通證券債券創新部負責人郭實表

示，通過優先股和永續債都可以補充一
級資本，區別其實不大，而相比優先
股，永續債的審批在銀監部門和人行，
無須證監會審批，所以在緩解商業銀行
資本壓力方面，人行的推動力更強。
郭實又指，推動永續債發行可能同時

要考慮市場培育問題，因為永續債也

好、優先股也好，投資人群體非常少，
基本是在銀行互持，但從今年銀行發行
補充二級資本的工具來看，有很多非銀
機構在參與投資，市場也逐漸活躍了，
他相信在這個時間點推永續債是希望未
來可有更多市場化投資者能夠參與。
永績債券有別一般有到期日的債券，

永續債並沒有到期日，當一般有到期日
的債券到期時，投資者可獲發還債券本
金，然而永續債的發行人不一定要贖
回，只需按期支付債息即可，一般而言
贖回期限不會少於5年、甚至永遠，雖然
未必能夠取回本金，但永續債息率大多
高於一般有到期日的債券，且可於二手
市場交易。

中行或成首家獲批發永續債

■港股只剩下三個交易日（計及今日），受外圍不明朗因素影響，市場普遍認為難出現大
反彈。 資料圖片

■有消息指出，中
國銀行擬發行不超
過400億元人民幣
永續債券，並有望
成為首間獲批機
構。 資料圖片

觀望情緒濃厚 滬指失守2500

■滬深三大指數昨日均下跌。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總
經理陳剛明表示，中國國債市場有不小增
長空間，建議適度擴大政府債券發行；同
時，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也需要新增
國債的支撐保障；此外，地方債也存在適
度、必要增長的空間。
陳剛明在「政府債市場高質量發展研討
會」上的發言指出，無論是佔GDP（國內
生產總值）的比重，還是佔債券全市場的
比重，與國際橫向比較，中國國債市場都
有不小增長空間。
他還建議，促進二級市場流動性提升。
以換手率等多項指標衡量，近年來國債流

動性明顯改善，但與發達國家的國債流動
性水平相比，活躍程度仍然較低。在地方
債方面，2018年下半年以來流動性水平有
所改善，但也存在不小提升的空間。

完善發行策略 實行上限管理
針對國債，要完善發行策略，實行國債

上限管理，使發行期次更加均衡，提高短
債發行比重；要激發國債做市意願，逐步
擴大國債期貨參與主體；推動完善利率市
場化的微觀機制，促進國債收益率曲線的
深度應用；支持回購、債券借貸等交易創
新，提高國債作為高品質擔保品的使用效

率。
陳剛明並稱，針對地方債，要完善單期
規模管理，加大專項債券集合發行力度，
縮短年初發行空檔期；要持續拓展投資者
基礎，推廣地方債櫃枱業務，拓展面向中
小機構及個人投資者的銷售渠道，尤其是
鼓勵發行人所在區域內的個人投資者購
買。
同時繼續拓寬地方債使用渠道，適度降
低政策性操作中的折扣率；研究地方債投
資的資本計提降低規則，提高機構配置需
求。
路透社指，截至昨日，中國內地今年累

計發行記賬式國債33,180.9億元人民幣，累
計發行地方債41,556.09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A股進入弱勢調整期，昨日滬指早盤小幅脈
衝後迅速回落，午後持續弱勢震盪，至收
市時滬深三大指數均下跌，其中上證綜指
失守2,500點整數關口，續創逾兩個月新
低。分析指出，年底投資者交易意願不
強，加之部分機構調倉換股，因此大盤很
難出現持續性走強機會，導致場內板塊輪
動有所加速。
上證綜指以2,501點小幅低開，早盤短暫
翻紅並摸高2,513點，但此後滬指震盪下行

擊穿2,500點，早盤下探2,492
點。

滬深兩市成交大幅萎縮
午後滬指弱勢震盪，尾盤未

能重返2,500點上方，收報2,498
點，跌6點或0.26%；深證成指
收 報 7,289 點 ， 跌 42 點 或
0.58%。創業板指數表現相對較
弱，收1,264點，跌0.74%。滬
深兩市 1,400 多隻交易品種收
漲，明顯少於下跌數量。不計算

ST個股，兩市近40隻個股漲停。滬深兩市
成交大幅萎縮，總計成交2,313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上一交易日縮量445億元。
上交所12月25日召開會議部署明年八項

重點工作，其中科創板是重中之重，提到
「全力推動科創板改革和註冊制試點盡快
落地」，並要按照「高標準、快推進、穩
起步、強功能、控風險、漸完善」的工作
思路，加快制定業務規則和配套制度，努
力建設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科創板市

場，推動註冊制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典型
樣本。
受此消息刺激，昨日創投板表現顯眼，

開盤後一路逆勢走高，板塊盤中最高漲幅
超過2%，個股上天舟文化、通產麗星、威
爾泰等多股漲停。
特高壓昨日漲4.24%位居板塊漲幅之首，

消息面上國家電網宣佈特高壓工程首次向
社會資本開放，風範股份、國電南自、新
宏泰等9股漲停。智能電網、電氣設備板塊
同樣受益，漲幅分別達1.74%、1.54%。銀
行、證券板塊一度托底，保險、煤炭等藍
籌股走低明顯。

分析：成交量不足支撐大反彈
長城證券分析師羅明稱，現在整個市場
的成交量不夠，不足以支撐大盤的反彈。
巨豐投顧認為資金面觀望情緒依然較濃，
股指短期反覆震盪難免，謹防再次回調探
底。不過該行同時指出，目前大盤估值處
於歷史低位，前期政策托底效應明顯，指
數總體安全邊際較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
道)）美歐市場因聖誕節假期集體休市，
美元指數仍無方向，人民幣則延續穩中
略升走勢，創近兩周來高位。昨天人民
幣中間價報6.8845，較周二上調74點子
或0.11%；在岸價當天開盤於6.8878，在
岸人民幣官方價收報6.8821升值39點子
或0.06%。至昨晚約9時，人民幣兌美元
離岸價報6.8902
美歐股市暫停交易，匯市交易亦在亞

市收盤後幾無波動，但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政府停擺的背景下選擇放棄假期孤守
白宮，他在日內接受採訪時對財政部長
姆努欽的工作表現予以了肯定和支持，
但卻把矛頭繼續對準了執意加息的美聯

儲。

花旗料美元明年貶值壓力增
花旗銀行在最新報告中預計，美國經

濟會在2019年繼續擴張，但增速或會放
緩至2.5%，然而仍高於趨勢水平。2019
年之後，美國經濟將遇到更大的壓力。
預計美聯儲將逐步加息，一旦利率接近
3.25%，加息就可能結束。
另外，該行認為財政赤字是驅動美債

收益率上行的重要因素，2017年的減稅
措施應該會使得美國赤字佔GDP的水平
上升至5.2%。在高赤字和加息減緩的雙
重作用下，美元貶值壓力加大。
雖然近日的人民幣走勢偶有波動，但

分析師認為，人民幣的波動是多個外因
影響下的結果，只要經濟穩健的內因不
變，人民幣就不太可能會出現大幅的貶
值。
西部證券宏觀研究員朱一平指出，在

中國經濟的穩健支撐下，人民幣開始逐
漸收復失地。反觀美元近日的表現卻難
以盡如人意。周一美市早盤，美元指數
再度下跌0.5%，美元兌日元也在亞盤中
下跌0.4%，創下4個月以來的新低位，
暴露了市場普遍對美國經濟不看好的情
緒。

人幣匯率逐步收復失地

中債登倡適度擴大政府債券發行

■人民幣創近兩周來高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碧生源（0926）表示，
預期公司截至12月底止年度淨虧損約
8,000萬至1億元（人民幣，下同）。主
要因為期內調整分銷商管理政策及銷售
人員的激勵政策，有利於減少擾亂市場
行為的同時，減少了線下產品的營業收
入。另外，由於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中山萬漢製藥有限公司及中山萬遠新藥
研發有限公司研發及儲備新產品，集團

的研發投入同比預計增加約65%。

北京北辰7.8億人幣拿武漢地
另外，北京北辰（0588）稱，以7.87

億元投得武漢市一幅地皮。地皮位於武
漢市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土地面積
50,450 平方米，計容建築面積不超過
15.13萬平方米，為住宅用地，規劃容積
率為3.0。

碧生源盈警 最多蝕1億人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