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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單周升1.9% 13年最大
業界：基本面乏支持 需提防新風險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人民幣匯率持續大漲，支持A股向
好，本周最後一個交易日三大指數均紅
盤報收。2019年的第二個交易周，滬綜
指累計上行1.55%，周線走出兩連陽；

深成指累計升2.6%；此前連跌四周的創
業板指終於「止血」，本周累漲
1.32%。
昨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開出

6.7909，為2018年7月26日以來的最高

值，較上一交易日大幅上調251基點。
早市滬綜指強勢高開0.18%，盤初衝高
回落，股指一度翻綠，但在低見2,533
點後成功V彈。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553點，漲18

點或0.74%；深成指報7,474.01點，漲
45.4點，或0.61%；創業板指報1,261.56
點，漲2.57點，或0.2%。兩市共成交
2,961億元（人民幣，下同）。

部分地區將發5G臨時牌照
據工信部部長苗圩描繪的5G技術發

展藍圖，今年一些地區將會發放5G臨
時牌照，下半年還將用上5G手機、5G
Pad等商業產品，同時加快推進網絡建
設，並稱今後還有更大的面向製造業的
減稅措施出台。
電信運營板塊暴漲4%；但整個5G概

念板塊升幅幾乎與大盤持平，約
0.74%，個股漲跌互現。次新股板塊回

勇，漲超4%，燃料電池、超導概念、
北斗導航、車聯網、船舶製造等板塊升
幅緊隨其後。兩市僅增強現實、貴金
屬、港口水運、珠寶首飾、西藏板塊等
收綠。

摩根王瀅：A股走勢樂觀
摩根士丹利中國市場策略師、副總裁

王瀅近日接受中新社專訪時，對A股今
年行情樂觀，稱2019年中國股市會有引
領全球的表現，上升空間10%至15%，
最先受益的板塊會在相對偏傳統行業，
二季度開始後，該會根據市場狀況逐步
增加新經濟行業的配置。
另據Wind數據，截止10日，滬深兩
市已有近1,300家上市公司發佈2018年
業績預告，預喜公司834家，佔比約
65%，有137家公司預計淨利潤同比增
長1倍以上，同時也有近100家公司出
現上市以來首次虧損。

人幣走強 滬深三大指數全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表示，2018年
中國銀行業各項貸款同比增長12.6%，貸款增
量15.6萬億（人民幣，下同）；年末中國銀行
業撥備水平較為充足，撥備覆蓋率185.5%，
同業負債佔比下降9.1%，部分中小機構過度
依賴短期批發性融資問題有所緩解。
銀保監會統信部副主任劉志清在新聞發佈會

上指出，中國銀行業和保險業運行穩健，風險
總體可控。根據2018年12月的初步統計數
據，2018年末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2萬
億元，不良貸款率1.89%增0.15個百分點，商
業銀行流動性總體穩健，存貸款比率74.3%，
在合理區間。
他透露，2018年，商業銀行累計核銷不良

貸款9,880億元，較上年多核銷2,590億元，從
而騰出更多空間服務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同
時，保險業風險保障功能充分發揮，初步統計
保險業總資產18萬億元，同比增長7.2%。
2018年原保險保費收入3.8萬億元，同比增長
3.9%；賠款與給付支出1.2萬億元，同比增長
9.8%。

銀行業不良貸款率
去年增至1.89%

港航將贖回43億債
債價大升

香港文匯報訊 小米聯合創始人、董
事長雷軍在小米年會上提出，小米未
來5年的核心發展戰略，是「手機+
AIoT」雙引擎發展模式。未來5年，
小米將在AIoT（AI+IoT，即人工智
能+物聯網平台）領域持續投入超過
100億元（人民幣，下同）。「從2019
年起，對於小米而言，AIoT 就是
『All in IoT！』」雷軍說，過去8年
小米抓住了移動互聯網的機遇，才能
在全球市場迅速崛起。2013年開始以
手機為中心孵化出了生態鏈，在IoT佈
局上全球領先。
隨着AI+語音交互越來越日常化，

可以預見，未來所有家庭裡的設備都
將互聯互通，能夠用語音來進行交
互，這將帶來一輪規模巨大的智能家
居設備的換機潮。並且將建立起AIoT
的平台網絡，貫穿人們生活的分分秒
秒、角角落落的場景，集結海量的用

戶、流量和數據。贏得了AIoT，小米
就贏得了未來的「硬件+互聯網」。
雷軍又表示，2019年將面臨最嚴峻
的挑戰，中美貿易戰增加了經濟形勢
的不確定性，全球手機行業整體需求
不振已是擺在眼前的事實。當前小米
也面臨兩個挑戰：公眾、米粉對小米
的期待與小米創新、發展速度之間的
矛盾；小米的高速發展速度與集團管
理能力之間的矛盾。

下半年推首款5G手機
他認為5G就是手機業務的春天，

5G時代來臨將會帶動智能手機行業新
一波的換機潮。小米計劃下半年推出
旗下首款5G手機，但預計距離5G大
規模商用尚需2到3年時間。而小米則
一直在不斷突破創新、提升品質、升
維品牌、拓展渠道，但這一進程距離
下一次產生質的飛躍，還需要兩到三
年時間。
雷軍說，今要堅定地打持久戰，尤

其是對於手機業務，要丟掉速勝論的
幻想，對形勢容不得一絲一毫的誤
判，對競爭不能有一分一秒的鬆懈。
在5G春天到來之前，手機業務始終
站穩全球第一陣營就是勝利。手機業
務要繼續夯實基礎，同時推行手機多
品牌策略。國際業務將重點開拓西
歐、東歐、獨聯體和拉美市場。

小米全押AIoT 5年投百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香港航空債
券發行人Blue Sky Fliers 於聯交所發表公告
指，確認港航根據合共5.5億美元（合約43億
港元）擔保票據的條款，可在到期日（20日）
贖回擔保票據。數據顯示，該筆即將到期的
5.5億美元債券，現時價格維持在99美元左
右，在1月2日曾低見79美元。港航另指，6.2
億美元（合約48.36億港元）的永續證券也能
如期在本月26日，按照7.125厘的息率派息。
Blue Sky Fliers還確認，並無發現任何可能

對發行人或香港航空履行其有關擔保票據責任
的能力有重大影響的資料；及在沒有不可預見
的情況下，並在考慮其業務前景，內部資源及
可用信貸額度後，其業務營運至今仍然正常。
港航否認市場謠言，並保留其採取一切適當行
動的權利，包括開始訴訟程序，以保護其合法
權益免受對其和/或其成員的任何毫無根據的
指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阿里巴巴集團經過20年發展，沉澱出一
個全方位的數字化商業系統，能夠支持商
家建立系統的數字化商業能力，全面走向
新零售。」在昨日召開的阿里巴巴ONE商

業大會——2019全球品牌新
零售峰會上，阿里巴巴集團
CEO張勇公佈了跨越阿里生
態內多個業務部門的「A100
戰略合作計劃」，開啟品牌數
字化轉型。
據了解，該計劃向企業提

供一套普適又靈活的數字化中
台系統，涵蓋品牌、商品、銷
售、營銷、渠道管理、服務、
資金、物流供應鏈、製造、組
織和信息管理系統等11個要
素，旨在幫助企業實現數字化
轉型。在張勇看來，過去10

年中，絕大多數對於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
應用，都發生在銷售端、營銷端和消費者
端。「怎麼通過消費者端更好地推動供給
側改革，這是在數字經濟時代，真正完成

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

與星巴克合作 推智慧門店
2018年8月，星巴克與阿里巴巴達全面戰

略合作，也是「A100計劃」的首次積極嘗
試。星巴克中國區首席運營官蔡德磷坦
言，「通過與餓了麼的合作，在短短100天
裡，星巴克的2,000多個門店實現了外賣服
務，超過我們整個體系一半的門店；12
月，我們聯合阿里巴巴的團隊推出了在線
的智慧門店，打通了兩個會員體系，到今
天已經可以讓我們的6億位會員實現升級體
驗。」
張勇表示，「A100計劃」的推出，將為
合作夥伴開放阿里生態內的一整套數字化
能力，激活更多像星巴克這樣的創新和創
造的發生，也必將成為商業史上的里程碑
事件。

阿里發佈「A100計劃」 力拓新零售

■張勇指出，集團將開放阿里商業操作系統，助零售品牌
數字化升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自官方昨公佈中間價後，離岸價顯
著走強，一度收復7.85水平，高

見 6.7381 算，較上個交易日收盤價
6.7872升491點；在岸價亦跟隨離岸價
升勢，昨曾高見6.7383，較上個交易日
收盤價6.7885升502點。截至昨晚約9
時，離岸價及在岸價分別報6.7613和
6.7450。
有交易員表示，人民幣延續強勢，主

因市場結匯意願較強，人民幣升值情緒
正在累積，不過同樣由於人民幣短期升
勢太強，部分客盤略顯遲疑，市場的謹
慎情緒再起，後續升勢或將放緩。

交易員料或再有一波漲勢
交易員表示，經過今輪人民幣急升走
勢，此前延遲結匯的需求會逐漸得到釋
放，預期人民幣或仍有一波小的升幅，
不過他亦提醒，近期除了中美貿易談判
進展整體順利之外，中國經濟數據表現
並不佳，人民幣被動升值如果缺乏實質
利好支持，實際升勢也會受限。
有外資行交易員認為，本來春節前傳
統結匯，遠遠不足以引發這種行情，主
因自營的開倉、預期改變、止損踩踏是

市場行為的共同作用，預期下周一人民
幣升至6.7算概率極小。另一外資行策
略師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很久沒看到人
民幣如此強勢，不排除這輪人民幣能觸
碰6.7元關口，不過他指從經濟基本面
看人民幣仍缺乏升值理由。

利淡因素不少 限制升幅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表示，去

年中以來，人民幣走弱主要受強美元、
中美貿易戰升級及中國寬鬆預期的拖
累，如今美元已由高位回落，而中美貿
易衝突也有所緩和，因此人民幣對美元
反彈至去年7 月以來高位，不過她提
醒，由於美元尚未扭轉偏強走勢，而中
美貿易風險也未消散，加上人行可能進
一步放寬政策，料人民幣升幅有限。
雖然外界預期美年內未必再加息，不

過李若凡仍預期美年內或再加息2次。
至於美元方面，她指美聯儲周三公佈鴿
派會議紀要導致美元指數全面下滑，然
而隔夜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未看到
經濟衰退風險，並重申將耐心加息及繼
續縮表，加上歐洲央行會議紀要暗示該
央行將推遲加息時間至2019年底，相信

貨幣政策分歧將支持美元指數反彈至
95.5水平，不過政治不確定性可能會為
美元帶來一定壓力。
招商銀行首席外匯分析師李劉陽也

表示，年初人民幣反彈迅速，此後新
的風險因素可能對人民幣匯率產生更

大的衝擊，之後人民幣的波動將更難
預測。
受人民幣連日上漲的帶動，外資已連

續10日淨流入A股，為2018年8月以來
首次。據彭博數據，外資昨通過滬股通
和深股通淨買入42.7億元人民幣A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勢氣勢如虹，

繼周四升破6.8的關鍵位後，昨天再連續升破6.77、6.76、6.75、

6.74整數關口。人民幣在岸價（CNY）盤中曾觸及6.7383，刷新

2018年7月以來新高，本周升幅已達1.9%，勢創2005年以來最大

周漲幅。中間價報6.7909，較上日再升251點，創約5個半月新

高，單周累計升幅1.7%，同樣創下2005年匯改以來最大單周升

幅。有分析則認為，美元尚未扭轉偏強走勢，未來人民幣升幅或有

限。

■在中美貿易談判進展順利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本周明顯走強，升破6.8水
平。 資料圖片

■滬深三大
指數昨均報
升，當中滬
綜指數累漲
1.55%。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包括阿里巴巴
旗下的蘇寧及京東在內的多家電子產品零
售商，已在本周調降iPhone價格。最近推
出的64GB iPhone XR的降價幅度高達118
美元，這是蘋果在中國假期銷售疲軟勢頭
可能延續至本季度的最新跡象。

《雅虎財經》報道，一位自蘋果進貨產
品再出售給經銷商和零售商的蘋果合作夥
伴，將 iPhone XR 的價格自人民幣 5,980
元（881美元）調降至人民幣5,380 元（793
美元），另外還能再使用人民幣 150 元
（22美元）的折價券。報道引述該蘋果合

作夥伴稱，蘋果要求調降售價以提高
iPhone XR銷售量。京東電商提供顧客人民
幣400元折價券，可以將iPhone XR 的售
價壓低至人民幣6,099元（899美元）。
上述價格均低於蘋果官網和零售商店的

XR售價6,499元（958美元）。此前蘋果罕
見地發出營收預警，歸咎於中國iPhone銷
量不佳。

■香港航空昨日稱有關其流動性緊張消息屬謠
言，並保留採取適當行動權利。 資料圖片

零售商大降iPhone價格

■雷軍指出要推行手機多品牌策略。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