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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美掀新制裁 港股挫327點
三內銀否認美指控 稱嚴格遵守法律法規

借口打壓三內銀 美掀「金融戰」？
有三家中資銀行被美方調查，鑑於目前

中美貿易戰開打，雙方談判也膠着，加上
美國對華為等內地高科技公司實行「全天
候」打壓，令人擔心繼貿易戰、科技戰
後，美國對華將掀起「金融戰」。

外交部：反對美方長臂管轄
針對美國司法機關向中國三家銀行發傳票一事， 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昨日表示，一貫反對美國對中
國企業進行所謂

的「長臂管轄」，希望美方加強同各國在金融監管等領
域的雙邊合作，包括符合各方國內法的訊息交流，通過
雙方的司法協助和監管合作渠道，解決跨境訊息共享問
題。

市場人士則擔心， 該三家銀行會被美國制裁，最嚴
重將被切斷與美國金融系統的聯繫，關閉美元結算通
道，令到他們難以經營美元相關業務，打擊其拓展外地
市場的計劃。同時，今次只是借口打壓三家內銀，未來
被制裁的中資金融公司或會愈來愈多，包括不容許內地
銀行經營美元業務，令人擔心美國對中國繼貿易戰、科

技戰後，又掀起新的「金融戰」。

市場料美將打壓中資股
對於「金融戰」的場景設想，資深投資者 David

Webb日前曾指出，美國或會要求所有美國人沽售手上
的中資股。他認為，若月底中美元首會議無法達成部分
協議，貿易戰或會升級，進入金融戰、資本戰階段，有
關的結果頗為危險，因為美國可以要求美國的投資者不
能持有中國資產。

美國過去亦曾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上市公司，例如去年 4 月，美國曾下令制裁俄鋁
(0486)，限時間要求美國投資者沽出手持的俄鋁股票，
不可以買入。受有關禁令拖累，俄鋁股價大插水，由
4.64元大插至1.64元。

近期美國政界對中資企業的態度愈趨強硬，除了全方
位封殺華為外，有美國議員更去信MSCI，對MSCI將A
股納入新興市場指數表示質疑，加上傳出有內銀違反美
國法規，均有跡象顯示，中美雙方正由貿易戰，惡化至
金融戰的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面對貿易戰局
勢不明朗，貝萊德發表報告昨指出，今年下半年
投資環境，將受到貿易戰和地緣政局緊張影響，
加上中美雙方在關鍵科技發展上對立，加劇貿易
以外更深層次矛盾，令全球經濟增長短期前景轉
趨暗淡，但預計內地經濟增長今年仍能達到6%
至6.5%。
貝萊德報告認為內地實施的財政政策及穩健貨

幣政策，有助緩和美國加徵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壓
力。按最壞情況預測，即使美國對內地所有進口
貨關稅提高至25%，內地仍有可應付經濟下行的
政策工具，故料全年的經濟增幅仍可達6%至
6.5%。

宜增持現金削科技股比重
貝萊德又稱，相信貿易及地緣政治將導致經濟

格局轉變，但預期經濟不會步入衰退，投資者在
不明朗的環境要保持冷靜，並繼續着重於提升投
資組合的韌性，只要貨幣匯率保持穩定，仍看好
亞洲風險資產的前景表現，並建議投資者增持現
金，削科技股比重，轉向公用事業、醫療保健和
電訊板塊。信貸投資方面，可轉投於較優質投資
級別及高收益債券，以及留意擁有較好抗跌能
力、現金流穩定的大型企業。

貿戰改變全球供應鏈佈局
中美貿易糾紛仍未解決，貝萊德稱引發投資者

撤離風險資產轉投資優質資產避險，刺激美國國
庫債券大漲，而美元也溫和回升，這導致新興市
場資產今年累積的表現部分失守。不過，越南、
泰國和馬來西亞憑藉其過去表現、基礎建設和吸
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能力有目共睹，隨着全球供應
鏈重新佈局，將有望成為一線的受惠國家，至於
印度則應可成為二線的受惠國。
貝萊德續稱，值得留意亞洲多國致力推動結構

性改革，例如印度及印尼近期大選結果有利於延
續上屆政府的改革努力，故仍然看好亞洲風險資
產市場的長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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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二
十國集團（G20）峰會將於本周舉行，
外界關注中美元首會面以至貿易談判
進程。富邦銀行（香港）投資策略及
研究部主管潘國光昨表示，預期G20
後將朝3大潛在局面發展，未來3個月
最有可能出現的局面，是雙方重啟談
判，但措詞含糊，繼續邊打邊談，同
時預期美國下月將減息，料減25至50
點子，而未來1年或減息3至4次。

G20後貿戰料邊打邊談
潘國光預期在G20後，有機會出現3
大結果，包括「重啟談判，再訂死
線，關稅暫緩」、「重啟談判，措詞
含糊，邊打邊談」，以及「不歡而
散，談判無期，措施升級」，當中最

大可能是雙方邊打邊談，因此直至明
年美國大選前，料貿易談判將會更反
覆。
對於有外媒報道，有美國法官發
現，有3間大型中資銀行在對朝鮮違反
制裁的調查中蔑視拒絕遵守傳票，當
中有1間銀行有可能遭到美國政府禁止
與美國銀行系統有業務往來。潘國光
認為，美國使出招數的確有可能升
級，包括由關稅戰再升級至打壓企業
及金融機構，當中包括禁止內銀進行
美元業務等。

恒指下半年可重返3萬
美國減息步伐方面，潘國光認為美

國未來1年將減息3至4次，包括在7
月和9月各減1次，以及在明年上半年

減1至2次。他又指，因應美國減息，
有助抵消貿易戰帶來影響，料美股今
年第三季有機會創新高，並帶動恒指
下半年重返3萬點，但就未必可突破去
年恒指高位。
潘國光提到，港息港匯近日齊升，

主因是半年結因素、潛在大型新股招
股及港美息差收窄有關，而隨着半年
結因素消退，以及美國踏入減息周
期，料港元拆息將回落，但香港今年
內不會跟隨美國減息，他相信在美國
減息2次、以及港元拆息持續在2厘以
下，香港才有條件上調最優惠利率。
至於中國，潘國光預期美國在7月減

息後，人行將同月降準，並跟隨美國
減息步伐。他亦相信，人民幣今年不
會跌穿7算，明年則靠近7算。

■■潘國光預期美國下月將減息潘國光預期美國下月將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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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
港證監會昨更新多項執法消息，向14
家經紀行發出限制通知書，禁止處置
或處理在其客戶賬戶內持有的若干資
產，因該等賬戶與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 期間中國智能集團
（0395）的涉嫌市場操控活動有關。

涉兩上市公司操控活動
該等經紀行包括長江證券經紀（香
港）、中州國際證券、中國銀河國際
證券（香港）、富昌證券、廣發証券

（香港）經紀、國信證券（香港）經
紀、國泰君安證券（香港）、國元証
券經紀（香港）、橫華國際証券、盈
透證券香港、凱基證券亞洲、越秀証
券、雲鋒證券及中泰國際證券。
證監會另向9家經紀行發出限制通

知書，因該等賬戶與2018年至2019年
初期間中國鼎益豐控股（0612）的涉嫌
市場操控活動有關，調查仍在進行中。
經紀行分別為中州國際證券、招銀國際
證券、橫華國際証券、佳兆業證券、新
鴻基投資服務、天元金融、勝利證

券、越秀証券及中泰國際證券。
證監會指出，限制通知書禁止該等
經紀行在未取得證監會事先書面同意
的情況下，以任何方式處置或處理、
輔助、慫使或促致另一人以任何方式
處置或處理有關客戶賬戶內的任何資
產。而上述經紀行均非證監會今次進
行調查的對象，已就有關調查作出配
合，限制通知書亦並不影響該等經紀
行的運作或其他客戶。
此外，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在完成

早前由證監會提起的研訊程序後，裁

定健合國際（1112）及其主席兼執行
董事羅飛，沒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披露內幕消息，並分別對健合及
羅飛處以罰款160萬元。

健合國際被罰款160萬
健合及羅飛均承認，公司延遲了四
周才就其截至2015年5月31日止五
個月的財務表現，較前一年同期惡化
一事作出披露。後者承認因疏忽而沒
有確保該公司及時披露該項內幕消
息。

證監凍結經紀行涉造市賬戶

券商解構「洗錢」事件及發展
1 事件起源：2017年12月，美司法機關向三家
銀行發傳票，要求提供特定客戶交易記錄，三家
銀行基於中國法律和監管規定拒絕配合。2019年
3-4月，美方以不配合調查為由，判決三家銀行
藐視法庭，在2019年7月12日二審結束7個工作
日之後，將開始支付每日5萬美金罰款。

2 是否配合美方調查不是各家銀行自己能決定
的，中國法律禁止機構在未經許可情況下向境外
提供客戶信息，三家銀行在媒體回應中均把遵守
中國法律放在第一位，可見三家銀行將採取共進
退的策略，但是否配合的決策權並不在三家銀行
本身。

3 每日5萬美金的罰款需支付至本屆大陪審團任
期結束。華盛頓特區大陪審團任期一般為18個
月，特殊情況可延期6個月，按最長24個月任期
滿打滿算，每天5萬美金，2年3,650萬美金，約
合 2.5 億 元 人 民 幣 ， 佔 三 家 銀 行 淨 利 潤
0.3-0.4%。

4 三家銀行收到傳票的不同：銀行一和銀行二收
到的是大陪審團傳票，銀行三收到的是行政傳
票。在美國司法體系下，檢方一般在掌握了一定
證據、有較大把握之後才會發行政傳票。對於檢
方沒有掌握足夠證據且取證難度較大的，一般會
發大陪審團傳票，試圖通過外部力量或者行政訴
訟謀求獲取足夠證據後，再決定是否起訴。

5 三家銀行會否被美國制裁？預計可能性微乎其
微。2012年，昆侖銀行在被美國發現違背伊朗制
裁的實錘證據後，受到美國制裁，切斷了與美國
金融系統的聯繫，關閉了美元結算通道。考慮到
今次三家銀行僅處於非常早期的配合調查階段，
以及三家的體量和中美兩國當前的微妙關係，直
接被美國制裁、切斷與美國金融體系聯繫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

註：據申萬宏源報告整理

主要內銀股昨齊挫

銀行

招行(3968)

交行(3328)

江西行(1916)

盛京(2066)

信行(0998)

工行(1398)

民行(1988)

中行(3988)

農行(1288)

昨收(元)

38.50

5.95

5.00

5.81

4.40

5.61

5.36

3.23

3.24

變幅(%)

-7.7

-3.7

-2.3

-2.0

-1.3

-1.3

-1.2

-1.2

-1.2

招行、交行及浦發行昨回應稱，沒有受到因涉嫌
違反任何制裁法律的相關調查，嚴格遵守相關

法律法規。交行和招行表示，相關案件涉及美國法院
向中資商業銀行調取存放在美國境外的客戶信息，屬
於跨境調查取證的司法協助範疇。根據《國際刑事司
法協助法》等中國法律相關規定，司法協助應當依據
《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規定方式進行。

不利連環突襲 招行插8%
市傳被指違反美國禁令，幫助朝鮮「洗錢」的中資

銀行，包括招行、交行(3328)及浦發行，雖然三間銀
行都否認指控，也指未有受到調查，但浦發行跌
3.1%，交行跌3.7%。至於同時還捲入私募基金「走
數」負面消息的招行，一度急跌近9%，全日仍跌
7.7%。據內媒報道指，一間聲稱與招行有合作的私募
基金中金國瑞，日前突然清算旗下產品，實控人承諾
還款後失蹤，逾500名投資者損失逾9億元人民幣。
《華盛頓郵報》昨日報道稱，有三家中國大型銀

行可能被美國制裁，包括被拒絕進入美國金融體系。
此前一名美國法官裁定這幾家銀行蔑視法庭，因拒絕
遵守有關違反朝鮮制裁調查的傳票。
同類事件在2012年曾發生過。昆侖銀行當年曾被

美國發現違背伊朗制裁的證據後，被美國制裁，切斷
了與美國金融系統的聯繫，關閉了美元結算通道，令
該行完全不能經營任何與美元有關的業務。

內媒稱市場不應過度解讀
不過，人民銀行旗下媒體《金融時報》昨日引述
業內資深人士稱，目前沒確鑿信息表明中資銀行會受
到美國制裁，料中資銀行不會失去美元清算的資格，
市場對此不應過度解讀。
申萬宏源昨日的研究報告亦相信，考慮到上述三

家銀行在早期曾配合美方的調查，及三家銀行的體
量，以及中美兩國當前的微妙關係，直接被美國制
裁、切斷與美國金融體系聯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過，受負面消息影響，內銀股昨日成為跌市重

災區，除了上述兩股，工行(1398)亦跌1.3%，民行
(1988)、中行(3988)、農行(1288)及建行(0939)都跌約
1.2%。單是工行就拖低恒指80點，建行則拖低恒指
26點。在內地上市的浦發行也跌3.076%。
貝萊德指，留意到有極小部分企業總部撤出香

港，該行繼續維持減持港股的看法。國指跑輸恒指，
收報10,742點，跌近2%。藍籌股亦普遍向下，友邦
(1299)結束6日升勢，騰訊(0700)亦結束五連升，收跌
近2%。

李寧盈喜受捧 星亞崩瀉96%
個別股份方面，遭沽空機構狙擊的波司登(3998)反

駁相關指控不實，復牌後股價昨回升15%。資金繼
續流入公用股避險，港鐵(0066)股價就創新高。細價
股星亞(8293)昨日急跌逾96%，股價由4.89元跌至
0.172元，市值由61億元一天內銳減至2.1億元。李
寧(2331)發盈喜後，獲多間大行上調目標價，股價急
升18.3%報18.08元，創8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昨跌逾 300

點，主因傳聞招行(3968)

合作的基金「走數」，加

上有內銀涉嫌違反美國對

朝鮮的制裁禁令，中資金

融股成為昨日跌市重災

區。有市場人士擔心，有

中資銀行被指違反美國對

朝鮮禁令，中美談判的不

確定性又再上升，恒指最

多跌過 447 點，收市跌

327點，報28,185點，再

失守 50 天線支持，成交

829多億元。

■招行、交行及浦發
行昨回應稱，沒有受
到因涉嫌違反任何制
裁法律的相關調查，
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
規。

 &

富邦：美未來1年或減息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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