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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美歐寬鬆態度未如預期

繼9月12日歐洲央行重啓
寬鬆後，美聯儲上周亦減息
0.25厘。惟歐央行的減息幅
度及購債規模均較市場預期

小，而聯儲局在減息的同時暗示年內可能無須
進一步減息，更調升了今年經濟增長預測至
2.2%。由於兩大央行的寬鬆力度未如市場預
期，刺激美匯及歐元在議息結果公佈後分別出
現反彈。

歐元1.10關料有支持
9月初以來美匯一直徘徊於98至99，屬近兩

年高水平。中美現已重啟貿易談判，兩國緊張
關係暫為緩和。若中美一直維持對話，美元或
維持於高位整固。另一方面，受近月市場對歐
央行重啟寬鬆預期之影響，歐元於8月底跌穿
1.11美元水平。惟最新利率期貨價格顯示，歐
央行年底前再減息一次的機率已跌至僅三成，
而新的買債計劃11月份才展開，令市場相信歐
央行年內加推寬鬆之機會並不大。
技術上歐元兌美元於1.10關口有較大支持。

隨着中美貿易緊張關係緩和及英國無序脫歐危
機降溫，歐元匯價若能突破上方初步阻力50天
平均線約1.1110美元水平，預期短線有望進一
步上探8月份高位1.1250美元，但需注意歐元
區經濟增長和通脹仍然疲弱，或限制歐元長線
表現。

中美貿易談判左右後市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在8月

初突向中國加徵關稅，令雙方關係一度急劇惡
化，加上歐美經濟數據疲弱加劇市場對環球經
濟增長放緩的憂慮，資金湧入歐洲及美國國債
等傳統避險資產，相關債息隨之大幅回落，但
於8月中後期已作出反彈。
如今歐美央行議息結果雖未如預期般鴿派，

但歐洲指標國債及美國國債息率在會議後沒有
太大變化，相較於歐美兩大央行對貨幣政策的
取態，未來走勢可能會較大程度取決於中美貿
易談判的發展，以及歐美國家經濟和通脹狀
況。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

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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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爭拗未停，香港難以置身
事外，外界思慮貿易戰，抑或美

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對香港
帶來的潛在影響哪個較大？林建岳則認
為是兩件事，需分開討論，因此不能夠
作比較。不過他強調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原本就享有相對「獨立」的好
處，因此認為大家不應破壞「一國兩
制」。

美部分議員不支持貿戰
貿發局總裁方舜文透露，早前在港接
待4位來自美國西岸的國會議員，引述
他們指並不支持貿易戰，因為貿易戰對
所有人都沒有好處，同時十分希望與亞
洲做生意，認為雙方合作已久，香港亦
順理成章成為最好的落腳點，雖然貿易
戰持續，不過因應內地市場仍十分龐
大，加上希望拓展東盟市場，她相信香
港將是開拓兩邊市場的首選地。
貿發局本月19日至20日在美國洛杉
磯舉行「邁向亞洲首選香港」活動，旨
在向當地投資者推廣香港，同時安排了

340場商貿配對會議。不時與美商接觸
的方舜文表示，美國認為香港是一個重
點市場，期望通過香港開拓亞洲市場，
當中並不只限於內地，還有增長快的東
盟市場，因為香港與東盟的《自由貿易
協定》已於6月生效，因此對於美國企
業而言，香港甚具吸引力。
林建岳則認為，不少外商十分關注大灣

區發展前景，包括如何可以透過香港進入
大灣區發展及經過香港進入大灣區發展有
沒有稅務優惠等。他透露，早前與美國商
界接觸時，尤其關注貿易戰之下稅務問題，
而雖然本港社會事件導致近期當地不少會
議取消，不過相信不會構成長遠影響，又
以5年前「佔中」為例，認為事件過後市
場向好發展，不過目前則難以斷定香港社
會事件何時完結。

本港獨特優勢難以取代
林建岳坦言，香港在內外因素夾擊

下，生意難免受影響，不過亦因此需要
對外加強推廣香港發展潛力，因為外資
來香港不只可以發展香港業務，更加可

以開拓大灣區及東盟市場等。問到會否
有投資者流向其他城市，如新加坡等，
他承認的確有所影響，不過由於香港有
獨特優勢，如進入大灣區市場及金融市
場優勢等，加上國家在大灣區及「一帶
一路」項目投資上給予香港很多優惠條
件。
另外，有報道指國資委擬要求央企加

大對本港投資，同時要加強決策權，林
建岳回應時指，不少外界都質疑國資委
派央企來港是冀取代香港企業，他反而

認為國資委其實希望與香港企業一起合
作，一起在「一帶一路」項目上尋找機
會，及開放內地市場予香港參與。因為
他相信本港在金融市場、人才、法律及
資金流上的優勢都是難以取代，反映國
資委看好香港市場，才希望更加利用香
港與央企有更多合作機會。他亦坦言未
聞國資委要求央企投資時需加強決策
權，認為商討一項投資未必會討論到細
至股權分佈事宜，亦不可能要求一定控
股。

方舜文：美國會議員指香港為亞洲做生意最好落腳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貿易戰仍未解決之際，外界關

注美國若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將影響本港獨立關稅區地

位。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在美國洛杉磯接受訪問時表示，就算有關法

案獲得通過、甚至失去美國客戶，「香港都不會死，但一定會

傷」，而除了香港受傷外，美國投資亦會受損，因此並不希望事件

會發生。貿發局總裁方舜文指，有美國國會議員透露，香港是美國

與亞洲做生意的最好落腳點，不支持貿易戰。

■貿發局早前在美國洛杉磯舉行「邁向亞洲首選香港」活動。林建岳（左）與方舜
文在當地接受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港股ADR上周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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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上周五（20日）跌至26,435點。由於港股ADR近乎全線下跌，
市場普遍預期恒指今日會繼續受壓。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外電
報道指中國代表團取消下周到訪美國的
農場，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亦表示，不
需要在明年大選前達成部分貿易協議。
市場對10月舉行的中美貿易談判的樂觀
情緒大降，令美股由升轉跌。美股三大
指數均跌0.5%至0.8%。在美國上市的
港股預託證券(ADR)近乎全線下跌，預
計今日指數會低開約160點，令恒指進
一步下試26,200點的支持力。
聯儲局上周宣佈再減息0.25厘，今年
第二次減息，但美股未見受惠續向上，
主要是聯儲局內部對後續利率走勢非常
分歧，部分聯儲局官員立場更轉為「鷹
派」，讓市場感無所適從，資金也借勢
回吐。由於本周有多組重要數據將公
佈，例如衡量製造業擴張和物價水平的
指數，這些指數對息口政策預期會產生
影響。

沈振盈：周內或會反彈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本周
期指結算，加上大市經上周連跌5日，
本周或會反彈。但他提醒，中美貿易談
判進度仍是市場最關注因素，由於聯儲
局轉趨「鷹派」，又或會使反覆無常的
特朗普再次透過影響中美貿易談判的氣
氛，達到迫使聯儲局減息的目的，故踏
入10月份，大市仍有向下的機會。
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則偏向樂觀，

他指出，港股上周大跌，原因之一便是
指數基金「換馬」。MSCI在8月調高
了A股納入因子後，富時羅素也在上周
調高A股的納入因子，而標普道瓊指數
亦宣佈納入A股。有關行動將在周一正
式生效，這便使得各指數基金及相關基
金，需要因而沽港股、買A股，當中騰
訊(0700)、友邦(1299)等權重股，將是基
金主要減持目標。

譚紹興料二萬六有支持
參考過往多次國際指數調高A股比重

後，都會短暫推低港股，但「換馬」過

後，沽壓釋放完畢，港股便會反彈。譚
紹興估計，今次的情況也差不多，料港
股在26,000點應有不俗支持，10月底前
有望再次挑戰27,000點，主要內地或於
國慶前後，推出更多刺激措施，或有助
大市企穩在現水平。

葉尚志籲關注A股表現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恒

指上周走了一波「五連跌」，但仍守於
26,300點之上的支持區，顯示大市的穩
定性仍然得以保持。後市方面，有兩點
需要注意，首先是A股在外資流入後，

能否持續強勢下去，尤其是富時羅素完
成第二階段增持A股後的表現。
其次是技術上，26,000至26,500點支

持區不容有失，否則由8月中開始形成
的穩定狀態將被破壞，調整浪將會重
來。目前26,800點是恒指好淡「分水
嶺」，恒指要在此線之上，才能向市場
發出回穩信號。
在A股強勢下，相信內險股、券商
股、5G股及半導體股等，都有望受益，
他指出，而相關板塊的龍頭股如平保
(2318)、中金(3908)、中興(0763)及中芯
(0981)等，可繼續關注及跟進。

貿易談判現陰霾 恒指料下探

香港文匯報訊 五龍動力(0378)昨公佈，根
據公開資料及經主席及執行董事曹忠確認，
李嘉誠基金會(Li Ka Shing(Canada)Foundatio)
已對曹忠提出破產呈請，因破產呈請還處於起
始階段，公司暫時還未經曹忠得到足夠有關破
產呈請的資料， 以分析其對集團的影響。五
龍動力今天復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地
無人駕駛邁向商業化階段，據《環球時
報》報道，百度、海梁科技和深蘭科技
3間科技企業於昨獲得內地首批自動駕
駛商用牌照，該牌照為武漢市交通運輸
局頒發的首批智能網聯汽車載人試運營
許可證，這標誌着智能網聯汽車從測試
走向商業化運營的關鍵階段。
目前，內地多個城市均規劃了自動駕

駛專用試驗道路，同時發佈相關政策，
試圖聚集產業以吸引投資。從產業鏈情
況來看，內地企業在自動駕駛系統、高
精度地圖、通信模組等正多方面發展，
其中不乏A股上市公司。

百度已擁百餘張測試牌照
獲得武漢市的自動駕駛商用牌照前，

百度在今年7月獲得由北京市自動駕駛
測試管理聯席小組發佈的首批T4級別
自動駕駛測試牌照，總計5張，百度全
部收入囊中。百度過去曾透露，公司已
在全國範圍內獲得共計百餘張自動駕駛

測試牌照，也是內地獲得牌照最多的企業。百
度在自動駕駛領域的核心能力來自於其Apollo
平台，據官網介紹，該平台可幫助企業快速搭
建一套屬於自己的自動駕駛系統。

產業鏈分感知決策執行3層面
相比於百度，另外兩家獲得自動駕駛商用牌

照的企業則低調很多。但事實上，海梁科技與
深蘭科技在自動駕駛領域也積累豐富經驗，而
且股東背景深厚。事實上，自動駕駛產業涉及
範疇廣泛，要實現自動駕駛，既要有智慧的
車、還要有聰明的道。從產業鏈條來看，自動
駕駛產業鏈可分為感知、決策、執行3個層
面。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汽車新零售(0526)昨公
佈，公司與北京滾雷電子商務其中一名現有股
東訂立諒解備忘錄。根據諒解備忘錄，公司擬
收購目標公司滾雷電子商務全部股本權益不少
於51%。

交易有助擴進口汽車業務
公告指，滾雷電子商務主要業務為採購外國

品牌汽車及將其進口至中國汽車市場。其提供
一站式服務，包括揀選汽車型號、採購、倉儲
和物流等。中國汽車新零售認為，收購倘若成
事，將會進一步擴大公司買賣及銷售進口汽車
的業務，從而提升集團在中國進口汽車行業的
競爭實力。

中國汽車新零售
擬入主京滾雷

五龍動力主席
被提出破產呈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