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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小康家庭買「磚」信心勝買股
交銀景氣指數下滑 經濟存下行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交通銀行昨日在上海發佈最
新一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指數報告》稱，近來由於內地資本市場行情
整體低迷，令內地小康家庭流動資產投資意願，降至去年以來最低位；
小康家庭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則與上期持平。
告稱，4月至5月國民經濟總體運行平
報穩，但受國際環境影響，整體經濟存

在下行壓力。本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指數
較上期下滑3個百分點至135點，三項一級
指標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收入增長
指數下降 4 個百分點，經濟景氣指數下降 3
個百分點，投資意願指數下降2個百分點。

流動資產投資意願低企
投資意願指數較上期下降 2 個百分點至
121 點。其中，流動資產投資意願指數下
滑 4 個百分點，降至去年以來最低位。至
於現在流動資產投資行為指數下降 3 個百
分點，預期流動資產投資意願指數下滑 5
個百分點。

貴金屬股票基金意願減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
偉分析，調研期間股市、基市總體呈較弱
趨勢，中小板、創業板持續下行，使得小
康家庭對流動資產投資持謹慎態度。小康
家庭對各類投資理財產品的投資意願漲跌

不一，上漲較為明顯的有銀行理財產品、
期貨和外匯投資，而下降較多的則為貴金
屬、股票和基金。

不動產投資意願持平
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與上期持平。其
中，當前不動產投資行為指數上升 1 個百
分點，預期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下滑 1 個
百分點。5 月以來，房地產銷售有所回
暖，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銷售面積同比
上漲，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保持高位，房
價增速相對平穩。5 月 6 日，國家發改委重
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並
強調應該始終把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這個
底線堅持好。同時，住建部再次發聲遏制
投機炒房，房地產調控依舊以穩房價、穩
租金為目標。
唐建偉指出，從調研來看，調控政策起
到一定的成效。本期持有 2 套及以上住房
的小康家庭對不動產的投資意願降低，而
剛需和改善型購房者對未來投資意願仍然
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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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譽料中國風險敞口再降
香港文匯報訊 惠譽最新評級預計，
由於近期的不確定性繼續拖累市場情緒，
今年中國內地風險敞口（MCE）將進一步
下降。去年外資銀行（包括香港銀行）的
MCE 僅上升 1.5%，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
的MCE比上半年下滑0.2%，而與2017年
18%的增幅相比也是大幅下降。
惠譽稱，鑒於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和中

國經濟放緩帶來的不利因素日益加劇，
去年下半年 MCE 的下滑與該行的預期一
致。尤其是歐洲、英國和北美銀行的
MCE在2018年總共下降7%。

香港銀行 MCE 上升
相比之下，香港銀行的MCE在2018年
升 6%，首次突破 1 萬億美元。得益 MCE

離岸人幣 60 分鐘飆近 300 點
話而改變，市場做空人民幣動力減
弱，昨日人民幣大漲收復周一跌幅。
昨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8930 ，小幅
下調 5 點。人行將在港發行人民幣央
行票據的消息公佈後，離岸人民幣在
60 分鐘內迅速拉升上 300 多個基點，
之後離岸人民幣和在岸人民幣價格基
本持穩，維持在 6.93 和 6.91 附近。至
下午 4 時 30 分，人民幣官方即期報收
於 6.9138，較上日升 0.28%或 194 基
點。至昨晚 10 時，人民幣離岸價報
6.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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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仍希望人幣匯率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
道）雖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
並不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某個具體數字
更重要，但昨日人民幣中間價仍強於

市場預期，加上人行將於月內在香港
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外匯交易員認
為，這都延續此前監管層穩定市場預
期的思路，並沒有因為易綱行長的講

交易員表示，從昨天的中間價可以
看出人行還是希望維持人民幣匯率穩
定，而易綱的講話也是給市場打預防
針，萬一 G20 後美國繼續加徵關稅，

人民幣貶值大家也有預期。短期人民
幣料在 6.93、6.95 等關鍵點位反覆試
探，整體貶值空間有限。

交銀：匯率獲基本面支撐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昨在中
國財富指數發佈會上表示，人幣匯率
將獲得基本面的支撐，使得其在合理
均衡區間運行。未來貿易戰若繼續升
級，人幣貶值壓力還將加大，當前是
最好發揮匯率彈性作用的時候，中國
經濟基本面和相關政策將更成熟的應
對上述變化。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盛松成也強
調，近期央行提及的增強人民幣匯率
彈性與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這
二者並不矛盾，而且是相統一的。

在其他地區的收縮，香港銀行在外資銀行
MCE的佔比從過去幾年的48%增至51%。
惠譽預計，鑒於香港銀行與中國的結
構性連繫，其在中期內將繼續成為支持
總體 MCE 增長的最大貢獻者。而與其他
亞太地區銀行相比，澳門、韓國和台灣
的銀行與中國內地的聯繫更加緊密，因
此也錄得溫和增長。

新版車輛購置稅
消費者憂難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為促進內地
汽車消費，新版車輛購置稅將從 7 月起實施，其中計稅
方式按車輛最終成交價格計算，意味着購置稅較此前優
惠。消費者表示，對於折扣力度大的車型而言，購買成
本下降無疑，但就怕部分熱門車會被經銷商加價，那到
時稅費反而會出現更高情況。
據財政部發佈最新車輛購置稅政策，7 月 1 日起新版
《車輛購置稅法》正式實施，儘管車輛購置稅的稅率依
然為10%，但消費者購買車輛的應繳稅款將取決於實際
支付金額。
有換車意向的消費者林先生向記者表示，新政意味着
今後購置稅是按照裸車實際成交價來支付，此前則是按
照廠家指導價來支付。以一輛指導價格是價格 20 萬元
（人民幣，下同）、實際售價是 18 萬元的車來說，新
政前購置稅約為 17,699 元，新政後的稅費則為 15,929
元，便宜1,770元。

經銷商或對熱門車加價

深圳擬下放土地審批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深圳市司法局日前發佈通告
稱，為推動深化規劃和自然資源體制
機制改革，適應新的變化和降低制度
性成本，深圳將進一步下放土地供應
方案審批職權，目前已在司法局官網
上公開徵求社會公眾意見。

放寬專項債刺激投資
中辦、國辦日前印發《關於做好地
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及項目配套融資
工作的通知》，提及允許將部分專項
債券資金作為一定比例的項目資本
金。據悉，條件應當同時包括：第
一，是專項債券支持、符合黨中央國
務院重大決策部署、具有較大示範帶
動效應的重大項目；第二，涉及領域
主要是國家重點支持的鐵路、國家高
速公路和支持推進國家重大戰略實施
的地方高速公路、供電、供氣項目；
第三，評估項目收益除償還專項債券
本息後，其他經營性專項收入具備向
金融機構市場化融資條件的項目。
去年中國地方專項債券發行規模定

項目面積不逾 3 千平米
為此，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啟
動《決定》的修改，形成《徵求意見
稿》，並提交深圳市司法局審查。
據了解，《徵求意見稿》將土地整
備留用土地佔用國有儲備地不超過

3,000 平方米的項目的供地方案下放區
政府審批，增加將作價出資用地審
批、置換用地審批、未完善徵（轉）
地補償手續用地流轉方案審批作為市
政府保留職權，原由深圳市政府行使
的土地供應方案審批職權下放區政府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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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重招 滬指收復 2900 點

在 2.1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相
較 去 年 增 加 8,000 億 元 ， 增 幅 近
60%。如果允許部分專項債作為資本
金，將撬動更多投資。相關分析認
為，在投資環境持續改善的推動下，
上述利好不僅直接推動昨日行情的大
爆發，更將對接下來的 A 股反攻之
路，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外，人行昨日早上發佈，6 月下
旬將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這
也將是 5 月以來央行第二次動用離岸
央票工具。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即直線
拉升 200 個基點，市場普遍認為，此
舉將重重打擊人民幣空頭。

兩市成交額增逾五成
受到重磅利好提振，滬深兩市全日
單邊向上，走勢強勁。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 2,925 點，漲 73 點或 2.58%；
深 成 指 報 9,037 點 ， 漲 325 點 或
3.74%；創業板指報 1,487 點，漲 56
點 或 3.91% 。 兩 市 共 成 交 5,654 億
元，較周一大增逾五成。
行業、概念股全部收紅，升幅居末
的貴金屬股漲幅也近 2%。近期炙手
可熱的稀土永磁股借勢大漲 7%，鴻
達興業、寧波韻升、北礦科技等 14

A 股大漲原因
1、政府印發文件，允許將專項債券作為符合條件的
重大項目資本金
2、央行再就維穩匯率表態，將於 6 月下旬在香港發
行人民幣央行票據
3、《人民日報》發文，重申中國經濟不懼貿易摩擦

■內地提及允許將部分專項債券資金作為一定比例的項目資本金，條件包括
涉及國家高速公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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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漲停；前日領跌的券商信託股亦成
反彈先鋒，整體飆 6%，華林證券、
中國銀河等漲停。

基建股直接受惠大漲
直接受益於專項債新政的基建股大
幅收漲，工程建設、水泥建材整體升
幅均突破 5%。中金分析師詹奧博
指，由於基建項目資本金比例要求一
般為 20%至 25%，用於資本金部分的
專項債券可以進一步撬動 3 倍至 4 倍

銀行貸款，加大對基建項目的資金支
持。中信證券同樣預計，下季起基建
增速或有明顯回升。
中信建投分析，專項債作為資本
金，利於加快融資速度，支持托底經
濟，建議投資者在控制風險的條件
下，做好市場反彈的準備。行業配置
層面，除關注基建外，受益於經濟轉
型和政策支持的通信、電子和計算機
等成長板塊也可優先配置，食品飲料
等消費板塊亦值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證
券交易所科創板蓄勢待發。繼三次全網測試，科創
板終於將在本周六（15日）迎來通關測試。若通關
測試進展順利，意味着科創板交易系統將全部準備
就緒。此外，上交所網站顯示，首批過會的微芯生
物、安集微電子和天准科技已正式提交科創板註冊
申請。
上交所昨日發出《關於開展科創板技術通關測試
的通知》稱，將聯合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本周
六組織通關測試。通關測試主要是模擬 1 個交易日
的交易，主要測試內容為全部投資者可進行主板產
品的各類型訂單申報和成交。測試將從上午 9 時 15
分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 2 時。測試結束後，上交
所交易系統科創板軟件版本正式上線，科創板業務
市場參與者接口正式啟用。
科創板上市委昨日召開第 2 次審議會議，福光股
份、華興源創、睿創微納等三家公司迎來大考。上
交所晚上公佈三公司的 IPO 申請全部獲批准。市場
人士普遍預計，科創板最快將於下月開板，雖然官
方並未表態具體時間，但近期各項進程明顯提速。

科創板周六通關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內地穩經濟祭出重拳，中共中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出重
招，允許部分地方專項債作為項目資
本金，將撬動更多投資。另外，中國
人民銀行將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行票
據。消息刺激滬深兩市昨日大幅拉
升，上證綜指漲 2.58%，收復 2,900
點整數關口；深圳成指與創業板指漲
近4%，深指再度站上9,000點。

此前，深圳市政府發佈《深圳市人
民政府關於深化規劃國土體制機制改
革的決定》（下稱《決定》）。深圳
市司法局表示，《決定》實施近兩年
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
並且部分規定相較於改革舉措具有滯
後性。

不過林先生亦有擔憂之處，他指出，對於一些折扣力
度較大的車型來說，的確意味着購置稅可以便宜一些。
但通常一些熱門車型在 4S 店內是要加價出售的，如按
實際價格計算稅率，反而會變得更高。

下周審議 5 企上市申請

剛過去的周一晚上，上交所披露科創板上市委第
5 次、第 6 次審議會議，均將在下周三（19 日）召
開。當日上午安排審議容百科技、光峰科技 2 家企
業發行上市申請；下午則將審議安恆信息、樂鑫科
技、心脈醫療3家企業發行上市申請，可謂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