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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亂傷經濟 第三季或負增長
陳德霖：港未必隨美減息 續受貿戰拖累

暴亂拖累 港金融中心評分大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暴亂危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在最新發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
名上，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為
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上海、東
京、北京、迪拜、深圳、悉尼。其中，
因英國脫歐和香港發生的暴亂，儘管倫
敦和香港排名未變，但其評分均出現較
大的下降。而獲中央批建「先行示範
區」的深圳則躋身全球十大金融中心，
連跳5級，排名第9。

倫港評分已被首位紐約拋離
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與中國（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的第26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 26）

昨在倫敦和

深圳同時發佈。紐約、倫敦、香港、新
加坡、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中
依然位居前五，排名順序不變，但評分
較上一期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倫
敦和香港的評分下降14分和12分，與排
名第一的紐約評分差距拉大。同時，上
海和新加坡的評分差距由上期的2分縮
小為本期的1分，上海與排名前四的金
融中心差距也在進一步縮小。
香港由於受到長達數個月暴亂的影

響，評分受到了較大的拖累，會影響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無獨有偶，最近惠譽
下調了香港的信貸評級，評級展望從
「穩定」下調為 「負面」，穆迪也下
調了香港的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
「負面」，背後的原因，因香港發生了
長達四個月暴亂，會

損及營商環境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亞太金融中心整體超越歐美
報告分析指，亞太金融中心已整體超
越歐美金融中心。近年來，伴隨着亞太
地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亞太新興金融
中心正加速崛起。同時，受美國貿易保
護主義、英國脫歐及地緣政治衝突的影
響，國際金融專業人士對歐美金融中心
發展普遍不持樂觀態度，這也導致歐美
傳統金融中心排名出現一定下滑。
本期指數報告顯示，北京、深圳、悉
尼等亞太地區金融中心評分和排名均有
明顯上升，而多倫多、蘇黎世、法蘭克
福、波士頓等歐美金融中心評分和排名
均出現下降。通過比較各地

區排名前五的金融中心平均得分，可以
發現亞太地區金融中心得分已整體超越
西歐和北美地區的金融中心。

深連跳5級 與滬京躋身十大
上海、北京和深圳躋身全球十大金

融中心。在本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
名中，北京、深圳較上期各提升2位
和5位，分別排名全球第七和第九。
目前，中國內地已有三座城市進入全
球金融中心指數排行榜前十。躋身十
大金融中心行列的深圳，評分較上期
提升9分，達到739分，與排名第8的
迪拜僅相差1分。

全球十大金融中心排名及評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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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美聯儲一如市
場預期減息0.25厘，金管局昨早宣佈，因應美國
減息而調低貼現窗基本利率25個基點，至2.25
厘，即時生效；匯豐、中銀香港(2388)、渣打和恒
生(0011)四大行按兵不動，均維持最優惠利率不
變。

金管局調低基本利率25基點
就美聯儲減息0.25厘，匯豐銀行昨宣佈維持最

優惠利率(P)5.125厘不變。同時，匯豐給予港元儲
蓄存款戶口的利率維持不變，當中戶口結餘5,000
元或以上的年利率均為0.125厘；5,000元以下則
維持零息。而匯豐全面理財總值達100萬元及以
上的額外年利率維持0.001厘。此外，匯豐宣佈下
調美元儲蓄存款戶口利率，由0.25厘至0.1厘。
另一方面，中銀香港和渣打也不減最優惠利

率，中銀香港昨宣佈港元最優惠利率維持不變，
為5.125厘，而港元活期儲蓄存款利率維持不變，
每日戶口存款結餘3,000元以上亦維持於0.125
厘，而3,000元以下維持0厘。渣打最優惠貸款利
率維持於5.375厘不變；與此同時，恒生亦將港元
最優惠年利率維持於5.125厘，而港元儲蓄存款利
率也保持0.15厘。

陳德霖：港息未受直接影響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表示，過去美聯儲加息但

香港並沒有完全跟隨，港元利息實際仍較美息
低，所以這次美國減息未必會對香港利息有太直
接影響。陳德霖續稱，近期港元銀行同業拆息
(HIBOR)比去年更接近美息，其中隔夜拆息比美
息低逾一個百分點，一個月拆息近期因種種原因
上升至2%，只比美息略低一點。

港元短息取決資金供求變化
陳德霖指出，長期來說港元利率應貼近美息，

但短期利率走勢會受港元資金供求變化影響，加
上現時美聯儲對利率走勢存在分歧及不確定性，
提醒大家要小心管理風險。

渣打：美仍未進入減息周期
渣打銀行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財資市場部投資管理主管劉孟

璣昨表示，美聯儲減息區間一如市場預期，而10月及12月的
減息可能約有40%，至於明年會否減息，則需要視乎市場數
據，不過劉孟璣提醒除非美國的經濟數據下滑以及失業率持
續上升，否則進入減息周期的機會不大。
香港息口方面，劉孟璣認為臨近季結，加上新股市場轉趨
活躍，以及社會動盪等因素影響，銀行的部署趨向保守，近
期流動性亦偏緊，所以香港跟隨美國減息步伐的機會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聯儲一
如預期減息25點子，是今年第2次減息，
但委員對息口前景有分歧，估計今年或不
會再減息，消息令市場失望並傾向趁好消
息出貨，使恒指出現四連跌。港股高開67
點後已見全日高位，大市隨即回落，最多
跌過382點才喘定，收報26,468點，再挫
285點，成交707億元。大市4日已累跌
884點。有業內人士稱，百威亞太（1876）
IPO傳出已獲全數認購，是大市跌幅收窄
的主因。

憂貿談「特」變臉 後市料轉弱
美聯儲局委員對息口前景分歧，不少分

析都擔心，今次聯儲局舊調重彈或會影響
目前在美國正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訊匯
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指出，特朗普不只一
次與中方達成「停火」共識，卻一再反

悔，的確可能與美元偏強有關。他指，特
朗普透過與中方「反枱」來推低全球股
市，逼使聯儲局繼續以減息來推低美元，
是特朗普的慣用策略，理由是若美元不轉
弱，美國的貿赤便難以改善，那他的一套
經濟理論及減少貿赤的競選承諾便無法實
現。以此推論的話，中美今輪的貿易談判
難有結果，屆時港股只怕又會重新轉弱。

重啟QE 美經濟將走「不歸路」
此外，雖然根據聯儲局的數據指標顯示

美國並不應該減息，但今次主席鮑威爾又
一次被市場及白宮所挾持，並宣佈重啟量
寬(QE)，他相信美股及美國經濟將走上
「不歸路」。鮑威爾表示，可能較預期更
早的時間去重啟QE，增加銀行流動性。高
盛不排除聯儲局10月起便會重新將到期債
券再投資，每月預計投入最多150億美

元。

淨息差恐收窄 本地銀行股挫
滬指反彈0.5%，惟國指仍跌0.9%，收報
10,385點。友邦(1299)急挫3%，獨力推低
恒指81點。匯豐為首的本地
銀行未有跟隨美國減息，市
場憂慮銀行淨息差收窄，恒
生(0011)挫2.4%，中銀(2388)
挫1.6%。
不過市場估計今年美國不

會再減息，息口敏感的地產
股中，除恒地(0012)力保不
失外，其他普遍報跌，新地
(0016)南昌站新盤銷售佳，
全日也要跌 0.5%，長實
(1113)更跌 2%，領展(0823)
跌0.3%，九倉置地(1997)跌

1.5%。
華為新款旗艦機Mate 30於德國發佈，

手機股在淡市中展現強勢，瑞聲(2018)再升
5.9%報47元，舜宇(2382)升2.8%，是表現
最好兩隻藍籌。

美減息前景現分歧 港股4連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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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連跌港股連跌44日日，，昨一度挫昨一度挫
382382 點點，，成交成交 707707 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美聯儲昨減息0.25厘，金管局跟隨下調貼現窗
基本利率0.25厘，至2.25%，亦是金管局年

內第二次下調基本利率。陳德霖昨表示，美國減息
是配合採取適當措施，達至經濟持續擴張，但美國
聯儲局內部對短期利息走勢有明顯分歧。他認為在
當地經濟平穩下，出現這種分歧較少見，提醒大家
要小心管理風險。
他指出，減息短期對資產市場及經濟活動有幫
助，但即使美國減息，未必對香港利率有太直接影
響，因為過往美國加息，香港亦未必完全跟足。不
過他提醒聯匯制度下，長遠香港息率會接近美息，
短期利率走勢受港元資金供求變化影響。他指，現
時香港一個月拆息已升至2厘，只較美息略低，但
相對通脹來說，按揭息率不足3厘，並非高水平。

若貿談沒結果 對全世界不利
在環球經濟格局不確定、中美貿易談判多變數

之下，陳德霖認為，若中美短期內能達成協議，對
穩定全球經濟局面及增強一些比較弱的投資信心會
有幫助；但若談判沒結果，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
濟體的貿易衝突後遺症影響更明顯浮現出來，對全
世界都是不利。
他擔心，香港作為重要的貿易中介港，而中介

活動及其盛衰很受中美貿易關係影響，加上近期香
港社會局面不穩及出現動盪，對零售、餐飲、酒店
等行業均不利，令第三季度的經濟面臨下行壓力，
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惟希望香港盡早恢復秩序，
讓正常經濟商業金融活動可以進行，這將有助香港

可更好地應對這些困難環境。

財爺：下季經濟挑戰依然大
陳茂波在接受內媒《環球時報》訪問時則直

言，香港進入了一個「內外交困的時期」，示威活
動牽連多個行業，今年首季度經濟環比已出現負增
長，現在而言第三季度負增長可能性依舊存在，若
果不幸負增長，香港就會在技術上進入「衰退階
段」。談及四季度的經濟情況如何，他認為要看社
會上的暴亂事件能否盡快平息，止暴制亂之後，政
府準備在國際社會大力推介香港，讓外界對香港的
情況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惟外來遊客與商人等
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複，故預估四季度經濟挑戰依
然很大。

邱騰華：相信港可再次起飛
此外，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在美出席活動時指

出，香港一直是個自強不息、資源充沛及理性的社
會。香港人是這座城市最強大的力量，具備智慧和
能力處理任何困難和挑戰。我們信賴法治，並深信
在面對危機時我們有能力改革、重塑和重建自己的
城市。有信心香港「可再次起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美聯儲一如預期減息0.25厘，為今年來第兩次減

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表示，美減息有利資產市場及經濟活動，但本港未必會跟隨

減息，同時在中美貿易戰及本港持續的暴力示威活動之下，他擔憂三季度經濟表現面

臨下行壓力，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接受內媒訪問時亦指出，三

季度經濟可能出現負增長，若示威活動仍不能平息，四季度或持續受壓。

財金高官評香港經濟前景財金高官評香港經濟前景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香港經濟內外

交困，料第三季
度經濟將出現負
增長，若示威活

動仍不能平息，四
季度壓力將持續。。

金管局總裁
陳德霖：
美國減息未必會

對香港利息有直接
影響，擔憂中美貿
易戰及示威活動對

零售、酒店、餐飲等
各行業造成衝擊。

商經局局長
邱騰華：
香港人自強不息、

具備智慧和能力處理
任何困難和挑戰，深
信在面對危機時，有

能力改革、重塑和重
建，令香港再次起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