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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大灣區+」基金瞄準
信貸涉69億 支持高速成長新經濟創科企業

FSM與光大新鴻基評港股後市
FSM預測

■2020年恒指目標為34,000點，預測
市盈率升至12.5倍

■美國經濟或出現衰退，即使減息亦
難阻衰退發生

■人民幣會漸進貶值

■中國經濟於2020年復甦，但仍須視
乎貿易摩擦的影響

■推薦雲端及半導體行業，因具業績
支持，有投資潛力

光大新鴻基預測
■恒指下半年波動區間為25,000至30,000

點，國指介乎9,700至12,000點，滬指
明年在2,700至3,200點上落

■美匯指數後市有望上試100水平

■人民幣匯價今年有機會在6.68至7.15間
上落

■三大投資主題為消費需求、基建助力、
金價看俏

■看好蒙牛(2319)、海底撈(6862)、日清
(1475)、中鐵(0390)、中交建(1800)、山
東黃金(1787)、招金(181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中金公司昨發表調研
指，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對廣東東莞的外貿企業在
銷售額、利潤率、員工人數等方面均顯示出一定的負
面效果，不過整體而言東莞的外貿企業並不悲觀，一
些規模較大的企業考慮將美國訂單轉移至第三國生
產，重點區域包括越南、泰國、印尼等。

美訂單擬轉至第三國生產
中金指出，東莞的外貿企業不悲觀，可能與其調研
的企業相對規模較大相關（收入1億至10億元人民
幣）。東莞是中國加工貿易企業最集聚的城市之一，
中金調研了8家不同行業的企業，包括照明設備、五
金飾品、傢具、汽車配件、辦公設備和電子器件及自
動化設備採購服務企業，發現不同行業的外貿產品在
加徵關稅以後對美銷售額同比下跌20%以上，部分產
品由於客戶推遲提貨已造成庫存積壓。
基於前期跟經銷商的協商，大多數企業目前對於關

稅的承擔在10至15個百分點之間，部分毛利率較高
的企業承擔比例更高，企業盈利能力進一步降低；同
時，照明、傢具等公司表示，相比於之前的高峰時
期，員工人數有20%至30%減少。

傾向拓新市場及轉內銷等
在進一步加徵關稅的假設下，外貿企業更傾向於開

拓新的市場、升級產品及轉入內銷。部分企業表示，
長期上要積極開拓美國以外新的市場，用以彌補美國
市場的下滑，如歐洲、東南亞等；同時，部分企業也
在積極改善自身產品性能、增加產品多樣性，通過提
高產品附加值和最終價格來抵消關稅的影響。
另外，轉入內銷市場或者與內資品牌合作代工也是

普遍談及的一個路徑選擇。但是，三種方式都是相對
長期的過程，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和摸索，可能需要
2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看到效果。

加快轉型升級增盈利能力
整體而言，大多數企業認為，短期加徵關稅對公司

銷售和利潤率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外部的壓
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進行業內部的變革，推動行業
整體的轉型升級，大企業在短期陣痛之後，更可能實
現市場份額的提升和盈利能力的改善。

這專項信貸基金為新經濟企業提
供貸款，務求多方面支持於香

港、澳門和內地從事電子商務、金融
科技、機械人、生物技術和醫療技術
等領域的企業。信貸基金的對象為可
能已從風險投資或私募股權公司獲得
早期資金的公司。信貸基金主要為這
類企業提供優先債融資，配合發展所
需的流動資金，而非貸款予處於概念
驗證階段的初創企業。

冀創科推動廣東經濟轉型
匯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趙民忠昨
指出，大灣區經濟合作關係日趨緊
密，新經濟企業將會受惠，其商業模
式與該行過往服務的有所不同，而且

他們的融資生態系統也在不斷演變，
大灣區科技信貸基金反映匯豐致力支
持大灣區新一代成長期企業的發展。
事實上，匯豐工商金融2018年已在
粵港兩地設立專責團隊，支持大灣區
科技公司發展業務。
匯豐廣東聯席行政總裁兼工商金

融董事總經理王立偉亦表示， 珠三
角是公認的環球科技創新中心之
一。廣東省的高技術企業數量在全
國持續保持領先，目前已超過4.5萬
家，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7%。
匯豐推出這專項信貸基金， 希望

通過為區內處於關鍵發展期的創科
企業提供融資支援，推動廣東的經
濟轉型。該行期待與立志成為下一

個 獨
角獸的大灣
區企業並肩成長。

珠三角科企客戶3年倍增
據介紹，匯豐致力支持本地企業
家和創新型企業，在香港新開設的
商業戶口中，成立不足三年的初創
企業佔八成以上。於4月份推出的滙
豐 Sprint 戶口，正是為在香港營運
的初創及小型企業而設。在廣東珠
三角地區，匯豐工商金融業務的科
技企業客戶數量過去三年增長超過
一倍。匯豐工商金融於去年亦在粵
港兩地設立專責團隊，支持大灣區
科技公司發展業務。

另外，匯
豐環球投資管理宣

佈，為本港零售客戶推出匯豐環球
投資基金－環球企業定期債券
2022。該基金的投資期為兩年半，旨
在透過於環球成熟及新興市場的分散
投資，在不同的股份類別為客戶提供
潛在的每月派息，並於基金到期日向
客戶發還基金屆時的資產淨值。
該基金將於6月12日起在香港多

家銀行接受零售投資者認購，首次
認購期將於6月25日結束，並於同
日開始交易。除基金基本貨幣的美
元類別外，基金另設有港元及人民
幣的貨幣類別。最低投資額為1,000
美元、1萬港元或1萬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
玲) 近日新股市場再添生力
軍，思考樂教育(1769)今起招
股，發行1.249億股，90%為國
際配售、10%為公開發售，最
多集資約5.85億元，招股價介
乎 3.64 元 至 4.68 元 ，每手
1,000 股 計 算 一 手 入 場 費
4,727.16元，預計下周五(21日)
上市。思考樂教育主席陳啟遠
昨表示，未來會增加大灣區的
地域覆蓋，於3年內計劃在廣東
省和福建省的主要城市開設約
95間新教育中心，並以深圳為
主，預計涉及資本開支約2.37
億元人民幣。
思考樂教育為廣東省五大K

至12課後教育服務提供商，主
要為1至12年級的學生提供輔
導服務。被問及學費會否有加
價空間，陳啟遠相信學費仍有
上行空間，因為在過去7至8
年的營運時間中，每年均有約
10%的提價空間，如果沒有任
何意外，仍會維持此增幅。

擬3年開95新學習中心
根據其招股書資料顯示，各

間新學習中心的預期投資回報
期約為10至16個月，未來3年
計劃開設的95間新學習中心，
總入讀學生人次預期有38萬
人，而同期各間新學習中心的
平均入讀學生人次為 4,000
人。是次集資50%用於擴展在

粵港澳大灣區的學習中心網
絡；30%用於提升教學質量，
以及20%用於翻新現有學習中
心的設施及購買教學設備。
另據外電引述消息指出，於

美國上市的阿里巴巴，計劃數周
內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集資
額最多200億美元，相當於約
1,560億港元，有機會成為2010
年以來集資額最高的新股。報道
又指阿里巴巴已聘請中金公司及
瑞信為安排行。阿里巴巴有意保
留現有的合夥人制度，即是由公
司合夥人團隊，推舉董事會過半
名額的董事會成員，根據港交所
去年推出的「同股不同權」上市
新規，阿里巴巴可以向港交所申
請豁免，維持現時的合夥人制
度。

傳百麗拆運動服裝業務
此外，有傳曾在本港上市並

於2017年私有化退市的內地
「鞋王」百麗國際，擬最早6
月底，提交分拆運動服裝業務
在本港上市的申請，外電指百
麗已聘請美銀美林協助籌備上
市，百麗未有對報道置評，美
銀美林拒絕發表評論。據百麗
國際官方網頁顯示，其業務分
為鞋類業務及運動、服飾業
務，截至2017年2月底，該集
團在內地擁有自營零售店逾
2.01萬間，在香港及澳門則擁
有自營零售店近125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人行昨日表示，
為完善香港人民幣債券孳息率曲線，將於6月下
旬來港發行人民幣央票。這是繼今年2月及5月
後，年內第3次透過金管局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
統(CMU)投標平台，發行人民幣央票。不過，網
上投資平台FSM稱，一旦中美貿易談判破裂，人
民幣匯價或跌穿7算水平，有機會下試7.2，可能
影響人民幣央票的回報。
央票是央行調節市場貨幣流動性的工具，發行
央票屬於回收流動性，央票到期則注入流動性。
故此，發行離岸央票一向被視為提高做空人民幣

的成本，有助穩定人民幣匯價，在有關消息刺激
下，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一度大漲逾200個基點，
收復了6.93關口。

德商銀：助穩定人幣匯率
今年5月人行在港成功發行了兩期人民幣央

票，其中3個月期和1年期各100億元人民幣，中
標利率分別為3%和3.1%。德國商業銀行新興市
場高級經濟學家周浩指出，許多外匯市場的期
權，都是人民幣兌美元6.9的水平之上，他相信人
行此舉，是希望維持匯率穩定，從而讓這些期權

過期，實現「不戰而退」的效果。
該行相信，在未來一兩季，人行還會繼續將匯
率穩定在6.9左右，短期內人民幣匯率破7的可能
性較小。

沈家麟：貿戰惡化或跌至7.2
不過，FSM投資組合管理及研究部總監沈家麟

表示，若中美貿易談判全面破裂，內地有機會將
人民幣貶值至7.2水平。他表示，儘管內地經濟繼
續放緩，但中央積極推動減稅降費、推出基建項
目，使人民幣即使貶值，也會循序漸進，料中央
現時大方向是將人民幣保持在7算水平。但若貿
易戰進一步惡化，人民幣或會下跌至7.2的水平，
影響到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推措施刺激
經濟，帶動A股及港股造好，恒指連升4日逾千
點，重上250天牛熊線，其中基建及資源股表現
突出。恒指全日報27,789點，升210點，成交918
億元。分析師指出，內地計劃透過專項債，擴大
重大項目的投資，反映中央正持續出手撐經濟，
是刺激股市上升的主因。光大新鴻基預測，恒指
下半年波動區間為25,000至30,000點；而網上投
資平台FSM則將恒指明年目標定為34,000點。

水泥鋼鐵等資源股炒上
滬指昨日升近2.6%，創1個月來最大的單日升
市，深指更爆升3.7%，兩市有逾百隻股漲停，主
要因內地催谷基建投資，推高基建股。在港上市
的中鐵(0390)在國指中表現最好，水泥、鋼鐵等資
源股亦炒上。
中鐵昨升7.8%，中鐵建(1186)亦升7.2%，中交
建(1800)升4.9%。另外，西部水泥(2233)及中建材
(3323)的升幅亦超過7%，五礦資源(1208)升近一
成。有指阿里巴巴快將申請來港上市，港交所

(0388)升逾2.6%，中金(3908)被指可能成為阿里上
市的牽頭行之一，股價急升7.5%。丘鈦(1478)5月
銷售額未如理想，股價逆市跌3.8%，但其他手機
股跑贏大市，富智康(2038)升近一成。

券商料下半年波幅5千點
市場亦認為港股在今明兩年也可穩定上落，光大

新鴻基證券策略師伍禮賢對港股看法適度審慎，指
港股受3大正面因素支持，分別是估值較其他成熟
市場吸引、貨幣與財政政策寬鬆，以及A股獲納入
更多環球指數。但港股同時面對中美貿易摩擦加
劇、環球經濟放緩，以及人民幣貶值的風險。
伍禮賢預測，恒指下半年波動區間為25,000至
30,000點，國指料介乎9,700點至12,000點，滬指
明年則在2,700點至3,200點上落，較難以出現單
邊升市或跌市。投資板塊方面，光大新鴻基看好
必需消費品、基建、鐵路、黃金、資源、天然
氣、內地電訊及內銀股，但看淡電訊設備、券
商、本地零售、汽車、石油及油服行業。
對於利率期貨反映投資者預期聯儲局今年內減

息3次，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則指，
市場對減息期望過高，美國減息空間並不大，料
美國僅會在12月減息一次。根據以往經驗，美國
在減息前，當地消費信心及製造業數據都會較
差，故他相信，美國的經濟或會在2020年衰退。
該行外匯策略師任曉平預期，環球資金會因避險
而流入美債，帶動美元上升，美匯指數有望上試
100水平，至於美元兌人民幣，今年有機會在6.68
至7.15間上落。

FSM：恒指明年見34000
此外，FSM料恒指今年會繼續受貿易戰影響，

今年會於27,000至29,000點上落，看好公用股及
電訊股等高息股表現，認為有助緩衝股市下跌及
捕捉反彈，料明年恒指目標為34,000點，而中國
經濟在2020年將可復甦，但須視乎未來貿易摩擦
的影響。他又認為，美國經濟已去到「強弩之
末」的境地，未來或會出現經濟衰退，如首季已
可見美國零售增速及企業盈利增長皆放緩，即使
減息亦難以阻止衰退的發生。

內地撐經濟 港股4連升逾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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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支持創新科技及鼓勵年輕人創業，

匯豐昨宣佈推出總額為8.8億美元

(約68.9億港元)的「 大灣區+ 」科技信貸基金，重點

為大灣區內高速成長的新經濟創科企業提供融資支持，

基金瞄準電子商務、金融科技、機械人、生物技術和醫療

技術等五大領域的企業。

■思考樂教育今起招股，中為主席陳啟遠。 殷考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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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樂籌5.8億
增大灣區覆蓋

人行下旬在港發人幣央票

■恒指連升4日，昨日重上250天牛熊線，成交918億元。
中新社

五類初創五類初創五類初創
■醫療技術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機械人

■生物技術

■金融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