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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豐：非美零售商要抓緊機會
貿戰加快美企撤離 中國廠家報價降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
披露，浦發銀行掛牌出讓8處不動
產，其中包括總部大樓東銀大
廈，轉讓底價20.68億元（人民
幣，下同）。不過浦發銀行轉讓
大樓同時，要求該物業出售後擬
定期限2年的整體返租。浦發銀行
對此回應，表示大宗項目處置周

期長，故採用提前處置並返租的
方式。
有業內人士評論，銀行甩賣不

動產並非缺錢，是順應轉型而
為，料未來趨勢還會增多。

整體售後9963萬返租兩年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信息披

露，東銀大廈位於上海黃金地

段，建築面積為61435.4平方米，
轉讓底價20.68億元，購買保證金
4.14億元。
同時，浦發銀行要求對本次出

售物業整體售後返租，返租價格
擬定為9,963萬元/年，在租賃期
內租金不變，返租期限擬定為2
年。
其實銀行賣樓不在少數，去年

底包括哈爾濱股份銀行、中國農
業銀行、江蘇銀行等多個銀行甩
賣了多處不動產，財經評論家莫
開偉表示，隨着銀行智能轉型的
加速，壓縮不動產是銀行經營發
展的一個必然方向，固定資產變
現的可能性加大，料未來會有更
多銀行將大量的房產通過轉讓和
出售變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美國將豁免110種醫
療設備和電子元件等中國內地進
口商品高關稅，並將解禁對華為
供貨，消息面雖有重磅利好，但
昨日有9隻科創板扎堆申購，「抽
血效應」對大市構成遏制。滬深
兩市高開低走，三大指數均小幅
收綠，滬綜指下跌 0.44%，報
2,915點。醫療設備、電子元件板
塊逆市收紅。

醫療器械逆市升 黃金板塊跌2%
公開市場上，雖然央行連續第

13日暫停逆回購操作，但中美貿
易糾紛暫時緩和，仍助力滬綜指
高開0.24%，不過科創板打新「盛
宴」抑制了做多情緒，開市後即
現一波插水，午後幾乎呈單邊下
跌。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915點，

跌12點或0.44%；深成指報9,166
點，跌32點或0.35%；創業板指
報1,510點，跌7點或0.48%。兩
市總成交縮至3,316億元(人民幣，
下同)。
受益於消息面的醫療器械、電

子元件板塊收紅，但整體升幅未

足0.5%，九安醫療、華映科技、
超華科技、實達集團、雷曼光
電、銘普光磁、泰晶科技、聖邦
股份等個股漲停。
華為概念板塊早市高開近1%，

收市倒跌0.03%，板塊中誠邁科技
漲停，宏達電子、激智科技升約
5%。黃金概念、船舶製造、農牧
飼漁等板塊位居跌幅榜前列，均
低收2%。

「上行邏輯」仍存 下季表現可期
重挫數日的新城控股企穩，僅

跌1.02%，成交31億元。盤後上

海警方通報了新城控股前董事長
王振華涉嫌猥褻兒童案最新調查
進展，並公開向社會徵集相關涉
案線索。
據披露，10日，普陀區人民檢

察院以涉嫌猥褻兒童罪對王振華
和周某某批准逮捕。
廣州萬隆分析，大市窄幅震

盪，成交地量延續，交投情緒太
弱，建議投資者耐心等待超跌反
彈機會。而在光大證券看來，市
場上行邏輯未被破壞，儘管邊際
存在一定阻力，三季度表現仍值
得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丁春麗濟南報道） 青島市國資委、青島港集
團與威海市國資委、威海港集團9日簽署了《國有產權無償劃轉協
議》，威海市國資委將其持有的威海港集團100%股權（不含非經營性
資產及對應負債）無償劃轉給青島港集團。本次無償劃轉完成後，青島
港集團將持有威海港100%股權，成為威海港的唯一股東。
威海港與青島港相距約200海里，東鄰朝鮮、韓國、日本等，是山東
半島通往東亞國家便捷的出海口。目前威海港年吞吐量4,500萬噸，其
主營業務為集裝箱、金屬礦石、煤炭等貨物的裝卸和配套服務、物流及
港口增值服務等。青島港是山東第一大港口，2018年累計實現貨物吞吐
量4.86億噸，位居內地沿海港口第五位、世界港口第七位。公司當年實
現營業收入117.4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5.72%，淨利潤35.93
億元，同比增長18.09%。

逾20億售總部大樓 浦發行售後轉租

■傅靜濤
指 10 月
份市場或
開啟階段
性樂觀預
期疊加的
反彈。
倪巍晨攝

A股縮量窄幅震盪 滬指守2900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仲量聯行昨發佈
《2019年第二季度上海房地產市
場回顧及展望》指出，上海住宅

市場在三、四月份短暫回暖後，
購買情緒有所轉弱，大部分新開
盤項目的銷售進度較2018年明顯
放緩。在土地市場上，期內有八
塊商品住宅用地出讓，其中大部
分以底價成交，表明開發商對買
地仍持謹慎態度，預計下半年上
海樓市政策將基本保持緊縮。

高端房次季成交跌23%
該行統計，五月份上海住宅成

交量環比下滑5%，六月與五月
基本持平。在嚴格的樓市政策影
響下，二季度上海整體住宅市場
成交量約為216萬平方米，較去
年同期上漲47%。高端住宅二季
度僅成交 492 套，環比下降
23%。

期內共有約213萬平方米的新
項目入市，環比升27%，同比升
54%。在限價政策影響下，高端
住宅一手價格保持穩定，錄得
116,556元（人民幣，下同）/平
方米，二手價格環比下跌0.1%，
較上季度1%的跌幅收窄。一手住
宅供應量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提
振了業主信心，防止二手價格進
一步下跌。
仲量聯行上海項目銷售部總監

周靜認為，下半年上海樓市政策
將基本保持緊縮，在當前政策環
境下，整體市場和高端住宅市場
的成交量都將持續受到抑制，一
手住宅價格在限價政策下將保持
穩定。如果下半年經濟有更明確
的發展方向，將有助於穩定市場

信心及下半年的住宅成交量。
浦東CBD甲廈空置率逾13%
甲級辦公樓總體租賃需求放

緩。經過兩年來的大量供應，浦
東中央商務區的空置率上升至
13.1%，較近年最低點的2015年
二季度高出11.3個百分點；浦東
中央商務區租金環比下跌3.6%，
至10.7元/平方米/天。
上半年上海投資市場成交額達

到775億元，但仲量聯行中國及
華東區投資部總監葉建成指，自
第二季度下半期開始投資市場有
所降溫，大部分投資者開始採取
觀望態度。但隨着投資資本化率
上升，投資者將重回市場，料全
年總成交量仍有望達到歷史新
高。

滬樓市料續緊縮 發展商謹慎買地

威海港100%股權無償轉讓青島港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
副理事長、執行局主任張曉強表示，大型產業
鏈的搬遷和調整重建並不容易，外企生產線不
到萬不得已不會搬離，否則將付出巨大代價。
針對有意見稱外企生產線或因美發動貿易戰

而搬離中國，張曉強在「中美關係：現狀與前
景」國際論壇上接受中通社記者訪問時認為，
因勞動力、環境保護等要素成本上升，產業外
遷早在中美貿易摩擦前已實際在全球產業鏈的
調整中發生，貿易戰只是將壓力放大。

外資投入大 重整不容易
但他同時指出，大型生產基地遷移並不容

易，以目前在中國內地的蘋果手機生產基地為
例，規模及投入都相當龐大，基建配套也較為
完善，並非可輕易搬離，調整重建也並不容
易。台商郭台銘兩年前在美國威斯康星州投資
建設液晶面板廠，但最後投資水平越來越低。
故他認為，這些外企生產線不到萬不得已不會
輕易搬離，否則將付出巨大代價。
6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曾對

加徵中國內地產品進口關稅召開聽證會，來自
多個行業的314名代表發言，其中303名表示
反對。
張曉強認為，如此之多的企業表示反對，因
為他們作為商業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十分清楚，
相當一部分關稅將由兩國企業共同承擔，當一
些企業無法分擔時最終還是要轉嫁到消費者身
上。蘋果、惠普、戴爾等各大外企都強烈要求
美國政府豁免關稅，因為若關稅真的增至
25%，對其利潤的影響會很大。
針對中美貿易戰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影響，張

曉強指出，無論世界貿易組織抑或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在中美貿易緊張時，都將對今年全球
經濟增長和全球貿易的預測調低，因為貿易戰
關乎全球產業，一旦出現問題肯定會拖累全球
經貿增長。大灣區經濟開放程度高、外貿規模
大，或也受到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倪
巍晨 貴陽報道) 「申萬宏
源2019年夏季策略會」昨
在貴陽舉行，申萬宏源證
券在貴陽發佈的「2019年
下半年宏觀經濟展望報
告」認為，下半年內地固
定資產投資增速或企穩於
6%左右，二、三季度出口
增速雖仍承壓，但在加工
貿易順差有所改善背景下，出口不會對GDP構成大的拖累，加之「減
稅降費」措施對消費端帶來的改善，預計2019年全年內地GDP同比增
速或為 6.4%，其中，二至四季度單季GDP分別為 6.3%、6.5%和
6.5%。
另外，申萬宏源策略首席分析師傅靜濤表示，今年A股沒有「業績

底」，在業績暫無壞消息、財政政策再加速被驗證、新中國成立70周
年，及前後2次海外指數公司提高A股納入係數等因素帶動下，A股在
10月份或開啟階段性樂觀預期疊加的反彈。

A股外資增量資金或達4萬億
申萬宏源策略首席分析師林麗梅指出，截至今年首季，基金、保險、
外資成為A股三大主要機構投資者，「一季度外資持有A股市值規模已
達1.6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且至當季末陸港通持股佔比率61%，成
為外資配置A股的主要渠道」。她直言，隨着內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水
平的不斷提升，MSCI、富時羅素、標普道瓊斯等國際指數公司紛紛納
入A股，未來外資對A股的佈局趨勢將會延續。
「本季外資給A股帶來的潛在增量資金有望超2,000億元。」林麗梅

分析，今年8月，MSCI將第二步提高5%的A股納入因子，這將帶來約
1,000億元潛在增量資金；9月富時羅素、標普道瓊斯指數成分生效後，
亦有望為A股帶來約1,300億元的潛在增量資金。她補充說，未來MS-
CI若將A股納入係數提升至100%，外資潛在的增量資金或可達4萬億
元。

馮裕鈞接受彭博社訪問時指出：
「美國客戶肯定非常非常擔

心，大家本來就利潤微薄，而且大多
數公司在中國的產量佔很大比例。因
此，如果最大來源地產品將價格提高
25%，他們會很擔心。」
利豐在亞洲為沃爾瑪(Wakmart)、
耐克﹙Nike﹚等全球最大的零售商設
計、採購和運輸消費品。馮裕鈞指
出，雖然美國和中國已恢復談判，但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長期依賴中國
作為世界工廠的全球供應鏈正在發生
永久性的改變。
他指，英特爾已經表示正在評估其
全球供應鏈，而包括蘋果和亞馬遜在
內的其他企業據說也是如此。他表
示：「沒人投資，沒人採購。貿易戰

導致人們停止投資，因為他們不知道
去哪裡投資。」
他說，目前已經有不少廠商將生

產線搬到越南。然而，美國零售商
目前已經拿下了越南所有的製造產
能，並沒有剩餘產能接受其他訂
單。「越南已經滿了，完全滿
了。」他說，「沒有額外產能可以
接納美國公司。」

內地廠訂單降價利歐日品牌
然而，有危就有機，由於目前內地

工廠正在降低訂單要價，為歐洲和日
本的消費品牌創造了機會。利豐建議
其非美國客戶抓住機會，利用成熟的
供應鏈和更低的成本。「在中國，有
很多工廠的訂單越來越少。他們實際

上對廠家報出了相當不錯的價格。」
馮裕鈞說，「這是歐洲和非美國零售
商的買入機會。」
總部位於香港的利豐，很大程度
上依賴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
來賺錢。2015年，該公司的內地採
購量佔比為59%，今年將首次降至
一半以下。馮裕鈞預計，利豐今年
核心經營溢利會持續下跌，但已見
到底部。利豐去年12月底止全年股
東應佔虧損1,098萬港元，較前年的
3.75億港元虧損大幅收窄。而馮裕
鈞早前亦表示，貿易戰為公司帶來
20年來最大的機遇，因不少企業計
劃在內地以外地區進行全球化採
購，集團可利用其採購網絡助現有
客戶轉移業務，預期可帶動本年度

收入。

標普下調亞太經濟增長至5.1%
另外，由於貿易緊張局勢的拖累，

標普已將亞太區今年和明年的經濟增
長預測，由此前預測的5.2%調低至
5.1%。該行指，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
將部分抵消貿易爭端帶來的影響，但
不足以使經濟保持去年的 5.4%增
速。標普表示，儘管金融環境略有改
善，但貿易不確定性將對亞太區的增
長與投資造成壓力。而中國方面，政
府政策刺激的舉措可能會穩定經濟增
長，但貿易緊張局勢將通過影響投資
支出來拖累增長。不過該行認為，人
民幣貶值可削弱貿易爭端產生的直接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

程敏) 中美貿易戰下，美

國零售商正加速從內地外

遷，全球最大的消費品供

應商利豐(0494.HK)行政總

裁馮裕鈞在接受外電訪問

時指出，貿易戰打亂了全

球供應鏈，加快企業撤出

內地，將會看到更多內地

工廠為免關閉而降價接訂

單，成為歐洲和日本等非

美國家客戶的買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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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萬料今年中國GDP增6.4%

■馮裕鈞表
示，貿易戰導
致人們停止投
資，因為他們
「不知道去哪
裡投資。」圖
為內地一製衣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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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二季度浦東中央商務區
空置率上升至13.1%。 章蘿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