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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臣擬請辭抗約翰遜推硬脫歐
不滿首相顧問架空內閣 「我們不是扯線公仔」

照顧患自閉症顧客
紐超市設「安靜時段」

英國《泰晤士報》昨日報道，多名內閣大臣不滿首相約翰遜強推無協議

脫歐，計劃集體請辭以示抗議，包括文化大臣莫麗琪、北愛爾蘭事務大臣

施俊安、司法大臣白樂彬、衛生大臣夏國賢和檢察總長郝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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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酒店外食煙
日富商被搶689萬名錶

■Countdown在180間分店引入「安靜
時段」。 網上圖片

■內閣成員不滿約翰遜計劃強推硬脫歐。 網上圖片

■「Tourbillon Diamond Twister」錶
面鑲鑽，外形華麗。 網上圖片

報道指出，多名內閣大臣在內閣會議上
警告約翰遜，稱現時局面最終可能演

變至英國對北愛爾蘭恢復直接管治，風險非
常嚴重，他們亦不滿約翰遜高級顧問卡明斯
過度插手脫歐事務，儼如架空內閣。一名大
臣透露，「策略應由內閣制訂，而不是非民
選產生的官員。若非如此，這將會失敗。我
們不是由一群扯線公仔和應聲狗組成的內
閣」。

大臣狠批硬脫歐備忘錄
莫麗琪更在內閣會議上，列出一份由卡
明斯撰寫的備忘錄，當中提及一旦與歐盟談
判失敗，保守黨將發起鼓吹即時無協議脫歐
的運動。莫麗琪表示，不論備忘錄內容，又
或有人向傳媒洩露備忘錄一事，均值得憂

慮。
施俊安也在會上指出，備忘錄提出一旦

歐盟同意延長脫歐期限，英方便應退出與歐
盟的國防合作，他在會議結束後迅即於twit-
ter表明，不能接受這項建議。有內閣大臣
透露，約翰遜似乎對這份備忘錄不知情，顯
得一臉茫然。

約翰遜憂脫歐黨鎅票
另據《金融時報》報道，一旦英國提前

大選，約翰遜政府可能在保守黨競選政綱
中，承諾尋求無協議脫歐，避免被英國脫歐
黨分薄票源。不過，至少50名保守黨議員
反對將無協議脫歐主張納入競選政綱，當中
包括莫麗琪、施俊安和白樂彬。

■綜合報道

一名日本男子日前在法國巴
黎一間五星級酒店門外吸煙
時，被賊人搶去手上一隻價值
80萬歐元(約689萬港元)的瑞士
名錶，是近年損失金額最嚴重
的同類劫案。
事發於周一晚，地點是巴黎

凱旋門附近的五星級拿破崙酒
店門外。法國警方指，入住該
酒店的30歲日本商人當時正
在酒店門口準備抽煙，一名身
高1.8米的陌生男子上前向他

索煙來抽，不料男子突然捉住
商人的手腕，把他的Richard
Mille 手錶搶走，隨即逃去無
蹤。
類似的搶名錶案件在巴黎頻

頻發生，至於今次事主被搶的
手錶據報是 Richard Mille 的
「Tourbillon Diamond Twist-
er」錶款，除了錶面外緣鑲鑽
外，就連錶芯的陀飛輪也會散
出鑽石漩渦，非常華麗。

■綜合報道

新西蘭最大連鎖超市之一
Countdown推出一項貼心新措
施，宣佈今後每周三下午2時半
至3時半，在全國180間分店引
入「安靜時段」，透過調暗燈
光及降低噪音等措施，為患自
閉症、有焦慮問題的顧客，以
及喜歡安靜的年長顧客，提供
更安靜購物環境。
「安靜時段」由超市一名兒

子患自閉症的職員提出，已經
在個別超市試行一年。Count-

down總經理漢尼芬表示，「安
靜時段」內，超市將調暗燈
光、關掉店內收音機、調低收
銀音量，並會盡量減少整理貨
架和收集購物車的工作。除緊
急情況外，店內廣播亦會關
閉。
漢尼芬稱，希望通過措施令

所有新西蘭家庭都能使用超市
服務，特別是幫助部分不喜歡
外出購物的顧客。

■綜合報道

英國《衛報》報道，由於英國與歐盟達成
脫歐協議的機會日趨渺茫，歐盟可能考慮延
長脫歐期限，歐盟領袖將在下周峰會上，提
出多個新的脫歐限期，預計最大可能為延至
明年6月。
有歐盟官員透露，延長脫歐限期看來已無

可避免，外交消息人士認為，死線或訂於英
國可能提早大選的日期前，從而迫使英國下
議院接受脫歐協議，「但政治家處事非常審
慎，將脫歐限期大幅押後看來較可行」。
知情人士指出，英國首相約翰遜政府為確

保如期脫歐，正考慮制訂「破壞方案」以擾
亂歐盟內部，例如預計在明年6月舉行的歐
盟預算表決上行使否決權，藉此迫使歐盟讓
步。歐盟或會將脫歐限期只押後至歐盟預算
表決前，避免約翰遜「攬炒」得逞，而脫歐
期限訂於明年6月還有另一重要原因，就是
歐盟不希望看到英國屆時仍留歐，接受歐盟
預算援助，然後稱不應削減預算。

■綜合報道

內地9月新增貸款料1.4萬億

中信證券報告認為，受中央層面基
建項目的加快推動及居民部門貸

款的支撐，9月信貸總量將略好於去年
同期水平，貸款增速將繼續保持平
穩。

降準效應釋放需時
民生銀行宏觀中心報告亦指出，在企
業貸款方面，央行啟動全面降準以及製
造業融資支持政策將助力貸款快速增
長，企業貸款增長有望加快，尤其是基
建和製造業領域信貸將回暖。報告指，

居民貸款方面，中長期貸款仍有韌性，
短期貸款保持較好增長勢頭，結合信貸
季末衝高的季節性規律，預計9月新增
人民幣貸款1.4萬億元。
不過，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報告認

為，雖然央行降準以及LPR下行，對於
刺激信貸融資需求有一定積極作用，但
降準效應完全釋放需要時間，對於9月
信貸增長的影響可能不十分顯著。
同時，銀行間信用分層在降準後呈現

改善，銀行負債端壓力緩釋將對未來資
產端信貸投放產生一定積極影響，但短

期也不明顯；預計9月信貸增量大概率
較8月維持平穩，新增1.35萬億元人民
幣左右。

社融增量或續放緩
機構普遍認為，9月銀行間市場流動

性保持較好水平，且同期實施了0.5個
百分點的全面降準，預計將對M2增速
有所支撐，M2 同比增速將持平於
8.2%。
社融方面，受地方債淨發行明顯縮量

和非標融資餘額繼續收縮影響，社融增

量將繼續放緩。
民生銀行宏觀中心指出，表外融資在

房地產融資強約束下仍然承壓；非金融
企業債券淨融資小幅回落；地方政府專
項債發行貢獻減弱，預計9月新增社融
規模約為1.8萬億元。
人民銀行行長易剛此前在新聞發佈會

上稱，中國經濟目前仍處在合理區間，
在轉型升級中遇到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主要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
中國的貨幣政策應當保持定力，堅持穩
健的取向，堅決不搞大水漫灌。

內地9月份新增貸款調查
指標

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
新增人民幣貸款(億元)
人民幣貸款餘額同比(%)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億元)
資料來源：路透社 金額單位：人民幣

9月中值
8.2

14,000
12.3

18,000

區間
7.9-8.5

12,000-17,300
12.2-12.6

12,000-27,550

上月
8.2

12,100
12.6

19,800

上年同期
8.3

13,800
13.2

21,69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人民
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昨日微跌，中間價跌2
點子。外匯交易員稱，中美高級別磋商
在即，且負面消息不斷出台，打擊了人
民幣的走勢，人民幣一度下探逾1個月
新低，但因結匯需求旺盛，推動匯價跌
幅逐漸收窄。市場人士指出，美國的施
壓策略令今輪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共識的
機會下降，但兩國逾1年來談判的過程
中，市場對談判結果早已失去憧憬，投
資者更為關注談判後，中央釋放的匯率
政策信號。
一名中資行交易員分析稱，市場人士

對貿易戰升級造成的恐慌情緒逐漸冷
卻，可能是人民幣結匯較多的原因之
一；同時，國慶後中間價依然企穩在
7.07元關口，亦穩定了市場情緒，企業
更傾向於根據業務情況，而進行結匯操
作。
他又說，市場主要關注人民幣中間價

的水平，因為有一定的政策信號在裡
面，即便中美貿易談判結果未如市場預
期，但對人民幣的負面影響也是可控
的。

瑞穗料人幣年內下試7.2
另一名外資行交易員表示，市場逐漸

適應中美貿易談判的反覆無常，匯價的
波幅已在收窄，目前重點為關注中美貿
易談判後，雙方所發佈的聲明。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指，中國正計劃限

制由美國情報機構，以及人權團體聘僱或資助的
人員入境中國，由於美國本周二已表示對中國一
些官員實施簽證限制，此舉將使得中美緊張關係
升級，令中美高級別貿易談判蒙上陰影。
瑞穗銀行亞洲外匯策略師張建泰點評稱，中美

緊張局勢持續升級再次提醒大家，中美間存在多
方面的結構性衝突，即便達成部分貿易協議，也
不太可能改變中美關係，中美衝突的擴散和第四
季度的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也可能再次打壓人民
幣走勢，故該行維持年底前，人民幣會下試至
7.2元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新一
輪中美貿易談判今日（10月10日）舉
行，市場關注美國會否將貿易爭端升級
至金融戰。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環
球市場策略師趙耀庭昨認為，現在就斷
定美國將貿易摩擦直接擴展到金融市場
為時尚早。
較早前彭博一篇文章引述美國白宮官員
指，他們正在考慮是否限制美國投資組合
持有中國公司的證券。由於中國將於今日

恢復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因此這文章的出
現正值敏感時期。文章出現不到24小時
後，美國財政部發言人克勞利（Monica
Crowley）表示，美國目前並無打算阻止
中國公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

大增投資限制會引反彈
趙耀庭認為，美國將貿易摩擦直接擴

展到金融市場為時尚早。他指，相信美
國尚未作出任何決定，而任何大幅增加

投資限制的舉動將引起美國共和及民主
兩黨與國會及行政當局的辯論，以及來
自美國商界的強烈反對。然而即使實施
金融限制並非市場最關注的情況，但仍
需視之為具影響力的風險因素。

對中國股票繼續持樂觀
他指，因為貿易和投資關係密切，因

此預期貿易和科技投資的壁壘對資金流
沒重大影響是不切實際的，美國與其他

國家之間的實體經濟或金融關係完全
「脫鈎」在美國歷史上相對罕見。
景順指出，繼續對中國股票持樂觀態

度，相對於H股或ADR等離岸股票，
更偏好A股。根據CEIC和彭博的數
據， MSCI中國離岸指數中有24%由美
國投資者持有，已經是所有可識別地區
的投資者中佔比最大。截至今年6月，
海外投資者持有的在岸中國股票僅佔總
市值的3.1%。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下周二（10月15日）之前將公佈9月份M2、新

增人民幣貸款及社會融資等數據，據路透社向30家機構的調查預測中

值結果顯示，9月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預計為1.4萬億元，環比多增約

2,000億元，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因央行全面降準促進機構助力貸款

平穩增長；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料為1.8萬億元，M2同比增速則持平於

上月的8.2%。

景順：斷定美國打金融戰為時尚早

觀
望
貿
談

人
民
幣
曾
試
1
個
月
低

■市場對中美貿易談判結果漸失去憧憬，投資者
更為關注中央隨後釋放匯率政策信號。資料圖片

■據路透社向30家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9月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預計中值
為1.4萬億元，按月多增約2,000億元，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