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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月拆息飆至海嘯後高位
半年結效應 資金收緊港匯突轉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中美貿易戰
持續困擾港股與A股表現。交銀國際研究部
主管洪灝昨表示，受中美貿易戰等宏觀不明
朗因素所影響，目前難以使用量化模型等傳
統方式精確分析股市。不過他認為市場目前
對港股過度悲觀，惟港股至今已大致反映中
美貿易戰這項負面因素。故預計，若美國不
對餘下逾3,000億美元中國貨加徵關稅，港
股現水平已接近最差情況，料恒指最低點介
乎26,000至27,000點間；若美國加徵關稅，
則難以預計恒指最壞調整幅度。

薦12隻下半年買入股份
選股方面，交銀國際推介投資者於下半年
買入下列12隻股份，稱這些股份的基本因素

較好。這些股份包括：招商銀行（3968）、平
安保險（2318）、世茂房地產（0813）、美團點
評（3690）、中教控股（0839）、石藥集團
（1093）、昆侖能源（0135）、中國電力
（2380）、福萊特玻璃（6865）、吉利汽車
（0175）、中國飛機租賃（1848）及海豐國際
（1308）。
A股方面，洪灝稱中美貿易戰令內地出口

與經濟增長受壓，若參考現時內地出口的情
況，上證最壞情況可能會跌至約2,100點左
右。

人幣「破7」並不是壞事
此外，中美貿易戰亦影響人民幣匯率。洪

灝指，現場市場數據或預示人民幣兌美元3

個月後「破7」的機會頗大。不過他認為，
若人民幣匯價「破7」，人行貨幣政策反而
可作更多靈活操作，因此「破7」其實不是
壞事。

交銀國際：恒指低位26000至27000

■洪灝預料，港股至今已大致反映中美貿易
戰這項負面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新加
坡在線營銷服務商創世紀集團
（1849）今日起至下周三招股，計劃
發行2億股，其中10%為公開發售，招
股價介乎每股0.65元至0.7元，集資最
多1.4億元。按一手5,000股計算，入
場費3,535.27元。股份計劃於6月26日
於港交所主板掛牌，獨家保薦人為浩
德融資。
按中間價每股0.675元計算，集資淨

額約為1.03億元，當中63.6%將用於加
強技術基礎建設；28.5%用於收購網站
開發及寄存公司；5.7%用於馬來西亞
新山設立銷售辦事處；2.5%用作營運
資金。

太興1手中籤率80%
另外，本地餐飲股太興集團﹙6811﹚

昨公佈招股結果，本港公開發售部分超
購逾14倍，觸發回撥機制，發售比例增
至30%；至於國際配售部分，則獲適度
超額認購。一手﹙1,000股﹚中籤率
80%，投資者若申請3手，則可穩奪一
手。太興集團以每股3元定價，貼近招
股價每股2.8元至3.8元範圍的下限，太

興集團將於今早掛牌。
根據昨日輝立交易平台顯示，太興

集團暗盤高開1%至3.03元，但其後倒
跌，最低一度見 2.75 元，收報 2.81
元，較上市價3元，低逾6.3%或0.19
元。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賬面蝕
190元。

中煙首掛每手賺470元
另外，昨日有兩隻新股上市。其

中，從事煙草產品進出口的中煙國際
（6055）昨開報4.97元，比招股價4.88
元高逾1.8%，隨後升幅擴大，一度高
見5.89元。該股昨收報5.35元，升0.47
元或9.63%。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
股賬面獲利470元。

東方教育首掛跌12%
至於內地職業技能教育提供商中國

東方教育（0667）則表現差劣，昨早開
報10.36元，較招股價11.25元大幅低
開7.91%，其後跌幅持續擴大，一度低
見9.6元。該股昨收報9.92元，跌1.33
元或11.82%。不計手續費，每手500
股賬面蝕665元。

創世紀3535元入場

市場資金收緊，港元拆息昨全面抽
升，其中短期拆息顯著抽升。隔夜

息昨升約58點子至1.59107厘，為逾2周
以來最高，1星期拆息昨亦升約87點子
至2.17357厘，創1個半月新高，2星期
拆息則升至2.25857厘，3個月期拆息升
至2.38037厘。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升
至2.3025厘，而1年期拆息升至2.38446
厘。
在港元拆息抽升同時，港匯昨突然轉
強，在午後交易時段一度彈至7.8164
算，較上個交易日收盤價大升201點
子。其實港匯自上月底，已逐漸轉強，
不再徘徊在7.85弱方兌換保證區間附
近，不過昨反彈幅度較大。而截至昨晚7
時，港匯報7.8223，較上個交易日收盤

價仍升142點子。

金管局：流動性仍非常充裕
對於港元拆息抽升，金管局發言人昨表

示不評論市場走勢，而拆息及匯率變動受
眾多因素影響，市場參與者普遍認為港元
拆息及港匯的近期走勢，可能是與臨近半
年結、預期會有大型招股活動、以及套息
活動減少有關，重申香港銀行體系資本充
足，遠高於國際最低要求，流動性亦非常
充裕，局方會繼續密切留意市場情況，確
保香港貨幣市場有效運作，並按照聯繫匯
率機制保持港匯穩定。

經絡：新股解凍料拆息回落
展望未來拆息走勢，經絡按揭轉介首

席副總裁劉圓圓昨預期，受半年結及下
月可能有大型新股集資影響，銀行需預
留充足資金下才推高港元拆息，料今個
月月底前拆息有機會繼續升至2.5厘至3
厘水平。
不過就算本月過後，半年結因素消
退，她預期拆息只會輕微回落至近 2
厘，其後要待下月新股招股後解凍資
金，拆息才會回落至約1.5厘水平。

華僑永亨：套利交易暫退場
至於港匯方面，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

李若凡亦認為，拆息抽高主因市場趕在
半年結前及派息高峰期持續囤積資金，
加上市場對美聯儲年內降息預期持續升
溫，導致美元拆息逐步回落，在港美息

差收窄下，使套利交易暫時退場，並支
持港元遠離弱方兌換保證水平。不過她
強調，由於港元拆息升幅，或受制於資
金外流風險、美元拆息回落等，料短期
內港匯仍難回升至7.75算至7.8算較強區
間。

離岸人幣急彈後反覆回軟
另外，離岸人民幣亦見反彈。雖然

官方昨開出中間價2連跌至6.8932，較
前一個交易日跌2點子，不過離岸價在
昨早上約 9 時獲支持，急彈至高見
6.9175算，較上個交易日收盤價升53
點子，其後反覆回落。至昨晚9時半，
離岸價報6.9302，較上個交易日跌76
點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國多名官
員認為中美能達成貿易協議的機會下降，貿
易戰暫難望解決，加上內地通脹率上升，令
港股連升4日後斷纜，昨日大市顯著大調
整。恒指在低開186點後跌幅擴大，最多跌
過567點，全日收報27,308點，跌480點或
1.7%，成交額僅773億元，藍籌股亦近全線
下跌。高銀金融(0530)決定「撻訂」，放棄
啟德商業地王，該股雖然無升跌，但本地地
產股全線受壓。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指出，中美貿易
戰難見和解機會，全球經濟下滑跡象勢必愈
來愈明顯，以現時港股估值及股價水平，只
反映了部分負面情況，後市再跌的空間仍然
頗大。他相信，恒指將失守27,000點關口，
形勢繼續讓人憂慮。

聚焦月內兩重要日子
他表示，6月兩個重要的日子，就是6月

20日的聯儲局議息會議，以及6月28日展開
的G20會議，此兩個日子對股市影響非常重
大，因涉及美國往後的利率政策，以及中美
貿易戰有否轉機。他料在這兩個日子前，大

市走勢也會輾轉向下。
美國商務部長昨日稱G20峰

會可為貿易協議的落實鋪路，
但預料不會達成最終協議，同
時，中國外交部堅稱「不怕打
貿易戰，將奉陪到底。」市場
認為中美短期達成貿易協議的
機會不大，國指也跌 1.2%報
10,494點。

地王撻訂拖冧地產股
重磅股偏軟，友邦(1299)跌

2.6%，騰訊(0700)跌2.1%，加
上匯控(0005)跌 1.2%，都是令
大市大跌的主力。市場焦點為高銀金融決定
撻訂，放棄啟德商業地王，該股雖然無升
跌，但本地地產股全線受壓，九倉置業
(1997)大跌5.2%，新世界(0017)跌4.8%，新
地(0016)跌3.1%，信置(0083)跌3.1%，恒地
(0012)跌 2.4%，恒隆(0101)跌 2.3%，長實
(1113)亦跌1.7%。
舜宇(2382)5月份手機鏡頭出貨量按年雖增
38.7%，但按月跌5.8%，該股急挫6%，為

表現最差藍籌。其他手機股也向下，瑞聲
(2018)跌3.4%，丘鈦(1478)跌5.8%。

手機股捱沽 汽車股挫
乘聯會公佈，內地5月狹義乘用車銷量按

年下跌12.5%，加上中汽協公佈，5月份乘
用車銷量按年跌17.4%，數據使吉利(0175)
跌 2.9%，長汽(2333)跌 1.5%。個別股份方
面，壹傳媒(0282)急升31%報0.32元。

港股4連升斷纜 27000恐難守

■兩隻新股昨掛牌。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中國煙草總公司總經理張建民（右
一）、中煙香港董事會主席邵岩（右二）及中國東方教育董事會主席吳偉（左
一）和中國東方教育非執行董事吳俊保（左二）共同敲響上市銅鑼。 中新社

■■港股昨一度瀉港股昨一度瀉567567點點，，成成
交僅交僅773773億元億元。。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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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市場預留資金準備半年結，港匯

及拆息突然轉強，其中與供樓按息相關的1個月期拆息3連升，

昨飆至2.42286厘，為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高水平，港匯亦轉

強至高見7.8164算，為去年聖誕以來最高水平。金管局強調港元

外匯和貨幣市場有序運作，拆息及匯率變動可以受眾多因素影

響。分析則認為，因應半年結等因素，「水緊」下扯高拆息，料

與近日發生社會矛盾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社會矛盾及
緊張氣氛升溫之際，港元匯價突然
轉強，一年遠期掉匯點數升至近兩
年半高位，一個月拆息更急漲至超
越美元拆息的水平，反映市場資金
趨緊的情況進一步加劇。外電引述
投資界人士認為，昨天的波動或多
或少也受到社會政治緊張氣氛影
響，投資者尤其關注政治事件會否
動搖美國對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
看法。

瑞信：不明朗因素困擾
瑞信亞太區高級投資策略師邵志

銘昨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已經對經
濟前景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昨天
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發生的（示
威）事件，亦令到投資者對於香港
前景有些擔心，包括美國是否繼續
承認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最近市場上還有一些關於香港是

否維持聯繫匯率制度的討論，邵志
銘認為，港元與美元脫鈎的風險依
然很低，無論政府抑或商界均未作
好準備改變聯繫匯率制度，一旦與
美元脫鈎，資金將會從香港流走，
香港的優越性也將被破壞。

匯豐：港匯仍處弱勢
匯豐上月底發表報告指出，相信

金管局有能力維持港元與美元掛鈎
的聯繫匯率制度，因外匯儲備綽綽
有餘；並預計港元匯價將繼續在
7.80-7.85的弱方區域內波動，直至
銀行體系總結餘進一步下降或者美
聯儲減息為止。匯豐新興市場外匯
研究主管Paul Mackel的團隊的報
告指出，有信心香港監管機構有能

力捍衛港元不會跌破7.85，原因之一，是港
元匯率機制基本上是貨幣發行局制度，最重
要原則是貨幣基礎的任何變動必須由以指定
外幣為單位的外匯儲備按固定匯率作出相應
變動來配合，換言之，外匯儲備必須足夠覆
蓋貨幣基礎。
根據貨幣發行局賬目顯示，截至今年3月

底止，貨幣基礎的支持資產之中，指定美元
資產的投資（現金及高流動性的美元計價證
券）約1.82萬億港元，支持比率110.74%，
大於貨幣發行局制度要求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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