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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流動性缺口近4.3萬億
市場預期 內地春節前或再降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新年第二個交易日A股繼續疲弱，三
大股指衝高回落，深成指盤中創2014年5
月以來新低，截至收盤滬綜指跌0.04%，
報2,464點；深證成指跌0.84%，報7,089
點；創業板指數跌1.16%，報1,214點，
滬深兩市總計成交2,521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前一個交易日放量258億元。
不過，盤面上多個題材輪番衝高，軍工、
特高壓、黃金、證券均有亮眼表現。

N紫銀首掛飆逾43%
軍工股昨日早盤起便集體爆發，國防軍
工、國產航母等板塊強力拉升一度帶動股
指上行，截至收盤，天海防務、博雲新
材、中航高科、航天通信等多股漲停。特
高壓板塊亦漲幅居前，國金證券研報稱電
力大動脈大幕重啟，特高壓產業龍頭業績
將反轉。另外，證券、銀行等大金融概念
股也有不錯走勢，銀行板塊中N紫銀係新
年上市第一股，當天漲幅43.95%，成交
量243.11萬股，報收4.52元。

白酒股全飄綠跌2.87%
5G、創投衝高無力後進入深度回調，
昨日 5G 板塊跌 2.99%，創投板塊跌
1.87%；大消費板塊持續走低，旅遊、醫
藥、釀酒、食品等走弱，其中白酒概念跌
2.87%全板塊飄綠；另外華為概念、富士
康概念同樣有明顯跌幅。

對於A股今後表現，巨豐投顧認為市
場仍將保持整理甚至刺破前期低點的可
能，不過市場估值處於歷史低位，此前
政策托底效應明顯，指數中期投資價值
凸顯，同時伴隨一季度政策暖風以及
年後開工的預期，市場風險偏好有望逐
步回升。天信投顧則指出，短期來看
「不破不立」的市場心理預期存在的前
提下，市場的反彈會受到明顯的制約，
只有破掉2,449點的低點，則「不破不
立」的心理預期才會兌現，市場或將迎
來真正的超跌反彈走勢。

A股續疲 深成指現逾四年低位

今年春節假期在2月初，通常現金
需求在1月中下旬開始逐步加

大。彭博社匯總截至周三的數據顯
示，1月份同業存單、逆回購、中期借
貸便利(MLF)和國庫現金定存到期量分
別為8,222億元、7,700億元、3,900億
元和1,000億元。

春節近多因素疊加衝擊流動性
中信證券固定收益研究主管明明估
算並指出，春節期間民眾對流通現金
的大量需求，在1月份將形成對銀行
體系流動性的衝擊，預期流通中貨幣
（M0）增加約1萬億元；同時，1月
是稅收大月，疊加財政支出和政府債
券發行或加快，其判斷財政存款增長
約1.2萬億元。
疊加當月稅收因素和公開市場逆回
購、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各類資
金到期壓力的輪番衝擊，資金缺口或
至4.28萬億元。
華創證券亦在報告中測算，春節前
基礎貨幣存在4萬億至4.5萬億元的缺
口，央行將大概率採取臨時準備金動
用安排(CRA）、MLF、公開市場大額

逆回購，甚至降準等相結合的方式投
放基礎貨幣，以平抑資金面波動。

債市續強 國債期貨創逾兩年高
本周三，跨年資金到期再融資需求

旺盛推動下，上海交易所回購利率隔
夜品種一度高達20%，昨天報價則較
為平穩，午後報3.8350%。昨日內地
債市延續強勢，銀行間債市10年國開
活躍券收益率下滑約2個基點，中金
所國債期貨高開後強勢整理，收盤小
漲再創逾兩年新高。債券交易員普遍
認為，放鬆定向降準考核標準的政策
力度顯然不及此前預期的降準，目前
市場對於春節前降準的預期依然高
漲。

調整現信號 更多工具料續出台
周三晚間，人民銀行公佈了放寬定

向降準貸款考核標準。中金在報告中
指出，有關調整擴大了普惠金融定向
降準優惠政策的覆蓋面，進一步明確
了放鬆流動性的政策導向，若假設為
全部上市銀行享受1.5%的定向降準優
惠，估算此次調整至多可釋放流動性

約4,000億元。
分析師們指出，此次調整代表央行

已經啟動春節前流動性提前安排，調
整擴大了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優惠政策
的覆蓋面，後續可能會有更多工具陸
續出台。
明明亦認為，「本次調整已宣佈央

行啟動年底流動性提前安排，」料後
續可能會有更多工具的陸續出台，在
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取向下，央行將採
取降準和TMLF（定向中期借貸便
利）的方式進行中長期流動性投放，
並搭配短期跨節流動性投放，營造較
平穩的資金利率。

香港文匯報訊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
祝寶良昨天在「2019年中國銀河證券投資
策略報告會」上表示，從大勢看，內地經
濟沒問題，全年實際增長大致在6.2%左
右。在結構調整過程中，要激發民營企
業、國有企業的活力，想辦法創新、加快
改革開放。
中證網引述祝寶良表示，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無論在宏觀政策調整上、還是在一些
結構政策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思
路。政策上的第一個亮點是宏觀調控政策
要作一些調整，對當前經濟形勢要有比較
客觀的判斷。

宏觀調控首重強化逆周期調節
總體來說，他認為，政策取向要保持內
需基本穩定。首先是宏觀調控政策要強化
逆周期調節，要大規模減稅，解決民營企
業的困難；同時，穩定基礎設施建設，必
要時發行特別國債，並要進一步加大增

效。財政政策要進
一步加力增效，貨
幣政策是穩健中有
寬鬆。
祝寶良稱，要深

化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繼續鞏固「三
去一降一補」的成
果，進行體制改
革，國有企業改
革，打好三大攻堅
戰。最主要是解決
金融風險問題。

渣打降去年四季度GDP增幅
另外，渣打昨日發表報告，將內地去年

第四季經濟增長預測由原先的6.4%下調至
6.3%，全年經濟增長6.6%。渣打指出，內
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2016年7月以來跌
穿50，反映內部和外部需求疲弱。而在服

務及能源價格下跌影響下，2018年12月通
脹率預料進一步放緩。
該行預期，受中美貿易戰的滯後影響，

上月內地外貿表現惡化，進口將結束25個
月連升的態勢，出口增長亦將呆滯。另一
方面，受到人民幣止跌回升的正面影響，
相信內地的外匯儲備會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周三晚宣佈放寬降準貸款考核標準，市

場估計此舉將釋放約4,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流動性。不過，隨

着春節的臨近，現金需求、稅收、逆回購和MLF到期等將輪番衝

擊1月流動性，彭博新聞社匯總數據顯示，1月份內地的流動性缺

口或達4.28萬億元。分析師估計，央行將通過大量投放低成本流

動性彌補資金缺口，不排除會再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殷考玲）香港大學
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
究所亞太經濟合作研究
項目昨日發表高頻宏觀
經濟預測。報告指出，
2018 年 第 四季實質
GDP較2017年同期上
升2.7%，對比2018年
第三季的2.9%有所放
緩；並預計2018全年
實質GDP增長3.4%，
與上次公佈的預測相同。
而2019年第一季實質GDP增長率將

減慢至2.3%，中美貿易緊張及利率上
升的影響逐漸浮現，預料2019年內地
及美國經濟將放緩，預測香港2019全
年實質GDP增長將減慢至2.8%。
亞洲金融論壇策劃委員會主席、 匯

豐銀行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昨天出
席第12屆亞洲金融論壇時表示，從去
年第三季至第四季已留意到多個經濟
體已有經濟放緩跡象，加上今年環球
市場存在多項不確定因素，預料香港
難以獨善其身。
由於有多件國際政經大事將於今年

首季塵埃落定，包括中美貿易談判、
英國脫歐等，本港作為外向型經濟，
相信必定會受到影響。
不過，她認為本港無論在金融體

系、監管上均相當穩健，有能力抵禦
外圍風浪。

港金融穩健 經濟料趨穩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

大學國際貨幣所學術委員鄂志寰也認
為，受全球主要經濟體利率正常化和
貿易摩擦的雙重影響，周期性和結構
性因素將交錯互動主導2019香港經濟
整體出現增長放緩趨勢，2019年香港
實質經濟增長率或放緩到過去10年平
均增長水平上下。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

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分析指，過
往10年香港經濟增長一直保持在2.5%
至3.5%之間。
從失業率、通脹及零售等數據來

看，莊太量認為2019年香港經濟會趨
向穩定發展。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摩
擦對香港的資本及房地產市場造成些
微影響，但其他經濟數據受到的影響
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
道）國家外匯管理局本周三晚表示，
決定在粵港澳大灣區、上海市和浙江
省開展貨物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試
點，支持審慎合規的銀行在為信用優
良企業辦理貿易收支時，實施更加便
利的措施。對此，深圳一些港企和民
企表示，這將有利促進他們出口和拓
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

合法收入可直接入賬結匯
外管局表示，該試點主要內容包括
優化貿易外匯收支單證審核，銀行按
照「了解客戶」、「了解業務」、
「盡職審查」的展業三原則為企業辦
理貨物貿易外匯業務；貿易外匯收入
無須經過待核查賬戶，試點企業真
實、合法的貨物貿易項下外匯收入，

可直接進入經常項目外匯結算賬戶或
結匯；取消特殊退匯業務登記手續，
超期限退匯及非原路退匯可直接在銀
行辦理；簡化進口報關核驗，銀行能
確認貿易付匯業務真實合法的，可不
辦理進口報關電子信息核驗手續。

企業：措施助增效降成本
從事航空貨運的港企東捷運通董事

長黃鵬表示，這些最新措施，令該公
司為出口企業提供的服務將會更高效
便捷，可以降低他們公司的經營成
本，有利促進港企和民企拓展「一帶
一路」國家市場。創維集團媒體部有
關人士表示，此舉有利公司提升彩電
出口效率並節省了一些成本，可以更
好地拓展歐洲、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市
場。

大灣區滬浙試點外匯收支便利化

■港大昨日發表報告指去年第四季實質GDP較2017年
同期上升2.7%。 資料圖片

港今年經濟增長料放緩至2.8%祝寶良料去年內地經濟增6.2%

今年1月中內地資金缺口
■同業存單到期量：8,222億元（人民幣，下同）

■逆回購到期量：7,700億元

■中期借貸便利(MLF)到期量：3,900億元

■國庫現金定存到期量：1,000億元

■春節期間流通現金需求，流通中貨幣（M0）：約
1萬億元

■稅收、疊加財政支出、政府債券發行：約1.2萬億
元

■合共：約4.28萬億元

來源：彭博社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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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昨日發表報告料內地去年全年經濟增長6.6%。 資料圖片

▲人民銀行周三晚間公佈放
寬定向降準貸款考核標準。

資料圖片

◀上海交易所回購利率隔夜
品種昨一度高達20%。

資料圖片

■深成指昨日盤中創2014年5月以來新低。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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