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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訂禁蒙面法 港股拗腰彈
低位反彈近 400 點 餐飲零售地產股靚

◀昨天午後傳出港府會盡快訂立《禁蒙面法》，恒指一度抽
升，反映市場認為該法例有助本港社會回復平穩。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
股昨日出現「過山車」走勢，大市先
跌 233 點後，由低位反彈近 400 點，
26,000 點大關失而復得。恒指全日倒

早前受示威影響較大股份昨日表現

升 67 點，收報 26,110 點，成交 628

股份

億元。市場人士指出，歐美各地的經
港股早段下跌的主因，但午後傳出港
府會盡快訂立《禁蒙面法》，恒指突
然 抽 升 ， 一 度 抽 升 150 點 見 26,192
點，反映市場認為該法例有助本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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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股

會回復平穩。
股昨日低開 211 點後跌幅曾擴大至 233 點，惟午後
港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或引用《緊急法》就《禁蒙

恒指昨天波幅逾
38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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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法》立法，令恒指倒升最多 150點，收市升67點，或
0.26%，報 26,110 點，成交 628 億元。多隻過去受暴力
示威打擊的股份，都急速止跌回升。港鐵（0066）昨日
最多曾跌 1.72%，低見 42.75 元，但訂立《禁蒙面法》
消息傳出後倒升，收升 2.3%，收報 44.5 元。餐飲零售
及本港地產股也迅速反彈，謝瑞麟（0417）升 7.14%、
大家樂（0341）升 5.06%、莎莎（0178）升 4.12%、周
生生（0116）升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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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觀望導致買賣兩閒
近兩日美股跌幅顯著，反而港股跌幅小於美股。中民
證券（香港）研究部董事黃偉豪表示，港股早前已出現
「十連陰」走勢，等如是先行調整，所以跌幅自然較美
股小。他續指，現時港股面對的不明朗因素眾多，除了
包括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外，美國息口走勢、社會秩序等
問題，都影響市場氣氛，投資者目前不敢妄動下，寧願
抽身離場，使指數升跌兩面的動力皆不強。
黃偉豪預期，在買賣兩閒下，恒指短期只會反彈至
26,300 點便會告乏力，若大市再次出現負面消息，恒指
下個支持位則為24,900點水平。他建議，投資者只宜短
炒上落，例如炒作個別較強勢的新經濟股和內需股，但
現時絕不是中長線入貨的時候。

澳門旅客旺 濠賭股造好
個別板塊方面，體育用品股獲大行唱好，當中安踏
（2020）再創新高，全日收報67元，上升3.4%，而李寧
（2331）更升 4.5%，特步（1368）亦升近 4%。此外，
澳門旅客人流暢旺，亦推高了濠賭股表現，銀娛
（0027）反彈 2.7%，金沙（1928）更連升 4 日，昨日再
升1.8%。
個別股份方面，美團（3690）再創新高，昨收 82.4
元，再漲1.1%。至於半新股百威（1876）就行使15%超
購配股權，午後曾升至 30.05 元，首越 30 元關口並創新
高，惟收市倒跌0.3%，收報29.6元，結束兩日的升市。

他指出，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已成為證券經紀的重要收入來
源，面對市場成交萎縮等情
況，新規或會加速業界結業
潮。他認為，以往沿用的條
例，已可充分地管理風險，若
監管太嚴將令自由市場經濟受
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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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恒指目前在年初水平附近，以此下
跌 25% 計 算 ， 意 味 恒 指 要 回 到 約
19,600點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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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糟糕的前景目前還沒有被股價
恰當地消化 」，Poole說，「這不是技
術性衰退，而是絕對的衰退。我們看一
下香港股票市場，它當前可能被高估了
15%至20%，也許是25%。」
他的觀點與參與彭博調查的分析師
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彭博調查顯示
港股的估值頗具吸引力，貿易緊張局
勢緩解和內地出台的刺激經濟措施，
將有助於恒生指數到年底漲至約
28,000點。
Poole 並不認同這種樂觀情緒。他

貿戰社會活動等拖累
但 Poole 表示，貿易戰、全球經濟增
長擔憂和持續的街頭抗議活動，意味
着香港股市應該比當前水平低多達
25%。該指數基於成份股盈利預期的
PE 約為 9.9 倍，比 5 年平均水平便宜
11%。

平收

30.95

專家：經濟若衰退 港股再跌 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港股上
季受貿易戰及暴力衝擊影響，大跌2,450
點，為4年來最差，不過有投資專家覺
得，港股仍然未跌夠，認為如果香港經
濟陷入衰退的話，應該要再跌25%。
澳 利 亞 金 融 服 務 （Oreana
Financial Services Ltd.） 首 席 投 資 官
Isaac Poole去年9月準確地預計到內地
股市的一波上漲行情。他昨日對彭博
電視表示，香港正在發生經濟衰退，
而投資者並未對此進行定價。他預計
到 2020 年底，恒生指數或下跌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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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香港經濟顯現出數月抗議活動影響
下的疲態。零售銷售8月同比大跌創紀
錄的23%。「盈利方面沒有太多利好消
息，恒生指數似乎仍在以不錯的盈利增
長定價，而這不太可能實現。 」
港府本周三公佈，8月份的零售銷售
錄得有紀錄以來最大單月跌幅，因經
濟狀況欠佳令消費情緒疲弱，而社會
事件對訪港旅遊業及與消費相關的活
動構成嚴重干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此前表示，政府將於 10 月底公佈 2019
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GDP），若
第三季亦呈負數，香港經濟將陷入技
術性衰退；此外，政府於今個財政年
度出現赤字的機會大。

大鱷巴斯：香港或面臨大量走資
運行30多年的聯繫匯率政策。巴斯目前
管理着專注於香港的對沖基金。在金融
危機期間，他在美國次貸危機中以沽空
成名，他在2016年曾經表明要動用過百
億港元資金，沽空港元和人民幣等亞洲
貨幣，而且今年亦曾呼籲沽港元轉為持
有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由反對
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社會衝突持續，對
本港的經濟影響陸續浮現，外電引述海曼
資本（Hayman Capital）創辦人、著名
對沖基金經理巴斯（Kyle Bass）昨表
示，由於反政府抗議活動升級，香港面臨
着「嚴重」的經濟下滑，香港經濟正在耗
盡流動資金，預期香港9月和10月外匯儲
備將會惡化，未來12至18個月將有大量
的資本和投資資金外流，香港的經濟將是
■Kyle Bass 表示，由於示威活動 一個「巨大的問號」。
巴斯認為，社會動盪將刺激資本外
升級，香港面臨着「嚴重」的經濟
下滑。
資料圖片 流，從而推高利率，香港或最終要放棄

大行紛降港經濟預測
其他大行同樣看淡香港經濟前景，高
盛認為自 6 月起開始的社會衝突事件，
已影響商業、旅遊及市民消費意慾，故
該行調低本港經濟增長預測，預料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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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峰昨天聯同業界與財
庫局局長劉怡翔會面，表達
業界對證監會收緊孖展融資
新規的訴求。

新疆塔里木油田再添千億方級氣

或加快業界結業潮

21.8

其他

張華峰望孖展新規推遲半年
「斬倉」的情況。雖然證監
會已承諾，若業界一時半刻
未能達到新規的要求，亦不
會「一刀切」執法，但仍期
望證監會能順應業界訴求，
將新規實施的日期推遲半
年。

大快活(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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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樂(0341)

零售股

憧憬有利社會回復平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
基）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
華峰，昨日聯同業界與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會面，
表達對證監會收緊孖展融資新
規的業界訴求。張華峰在會面
後表示，劉怡翔表示理解業界
經營困難，稱考慮到業界實際
營運和風控安排，劉怡翔將邀
請券商致函提出訴求，再由該
局與證監會協調。
張華峰說，新規將於今日
起實施，條文大大限制券商
孖展抵押業務，如抵押成數
需參考銀行接受抵押水平。
若在現市況下嚴格執行新
規，或會出現有券商被迫

變幅（%）

珠寶股

濟數據出台，顯示經濟前景堪憂，是

大市昨日低位反彈近 400 點，信誠證券聯席董事
張智威認為，市場反應認為《緊急法》及《禁蒙面
法》能起阻嚇作用，有助減低激進示威遊行活動的
人數。但他指出，香港經歷超過三個多月的社會風
波，加上環球經濟放緩，令消費意慾大減。過往每
逢十一黃金周，相關消費概念股都會被炒起。但由
於今年訪港人數大減，市況已不可同日而語。近月
已有過百間的商店倒閉，經濟是一環緊扣一環，若
消費意慾大減，致零售生意一落千丈，從而引發大
規模的裁員、減薪等，或令市民進一步不願消費，
形成惡性循環。故本地零售股已成為風眼板塊，短
期內都不宜沾手。
他同時指出，相反投資者可北望內地消費股，內地現
處於十一黃金周長假，正是市民消費的高峰期。而中美
貿易戰持續，中方推動內需代替出口。凡此種種，政策
傾斜都有利於內地的消費板塊，如體育用品股等。

收報(元)

季經濟將倒退2%，全年則收縮0.6%。
另一大行花旗同樣調低本港經濟增長
預測，預期第三季經濟出現倒退0.3%，
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增長1.8%降至
0.6% ， 明 年 增 長 預 測 則 由 2% 降 至
1.4%。
摩根大通相信本港的社會衝突事件要
短期內解決存有不明朗因素，加上中美
貿易戰持續，相信今年全年經濟增長只
有0.3%。此外，摩根大通認為如果社會
事件長期持續，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增
加，同時該行又估計零售銷售未來會持
續下滑，預測今年錄雙位數字跌幅。

香港文匯報訊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博孜9井經加
砂壓裂測試獲高產工業油氣流，折合日產天然氣
41.82萬立方米，凝析油115.15立方米，標誌着塔
里木油田繼中秋1井後再添一個千億方級氣田。
中新社引述塔里木油田副總經理田軍稱，博孜
9 井於 2017 年 10 月 29 日開鑽，今年 3 月 11 日完
鑽，通過該井落實了博孜 9 氣田含氣規模，預計
含油氣面積 40.9 平方千米，氣層段厚度共 178
米，預測天然氣地質儲量 1,153 億立方米、凝析
油2,166萬噸。
博孜9井是部署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庫車坳陷克拉
蘇構造帶博孜──大北區塊的一口預探井。目前，
博孜──大北區塊已發現構造近50個，天然氣總資
源量1.2萬億立方米，預計最終可探明天然氣地質儲
量1萬億立方米以上。
據悉，庫車坳陷由北向南分別為克拉蘇、依其
克里克、秋里塔格構造帶和烏什、拜城、陽霞凹
陷。其中克拉蘇構造帶奠定了庫車坳陷西氣東輸
氣源地的資源基礎。博孜 9 井獲得突破，不僅為
塔里木油田建設 3,000 萬噸大油氣田打牢基礎，
也為西氣東輸增加新氣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