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路透昨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身陷

「做假賬」醜聞的瑞幸咖啡，其關聯企業神州優車正尋求增資。考慮

出售所持有的人民幣基金權益，價值約10億元人民幣。事件凸顯瑞

幸咖啡偽造交易事件產生的後續影響，身兼這兩家公司董事長的陸正

耀，正想辦法避免現金短缺情況出現。瑞幸昨晚在美國復牌，開市前

股價較停牌前的4.39美元再挫46%報2.56美元，開盤後截至昨晚

10:15報2.88美元，跌34%。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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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25.0，前
值13.8
5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35.0，
前值32.6
5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24.0，
前值13.4

5月CBI總工業訂單差值，前值負56

初請失業金人數(5月16日當周)，預測240萬，前
值298.1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5月16日當周)，前值
361.65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5月9日當周)，預測2,476.5萬，
前值2,283.3萬
5月費城聯儲製造業指數，預測負41.5，前值負56.6
5月Markit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
27.0
5月Markit製造業PMI初值，預測38，前值36.1
5月Markit服務業PMI初值，預測30.0，前值26.7

4月成屋銷售年率，預測430萬戶，前值527萬戶

4月成屋銷售變動，預測-18.9%，前值-8.5%
4月領先指標，預測-5.5%，前值-6.7%

金匯錦囊
英鎊：將反覆走高至1.238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7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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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本周初在1.2075美元水平7周低位獲
得較大支持後掉頭反彈，重上1.21美元水
平，周二曾走高至1.2295美元附近，周三大
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2220至1.2275美元之
間。英國本周三公佈4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率為0.8%，明顯低於3月份的1.5%水
平，數據符合英國央行對通脹回落的評估，
而央行在本月7日公佈的貨幣政策報告中已
率先將今年通脹預測調低至0.6%水平，反
映英國通脹水平現階段仍有進一步下行空
間，支持英國央行作出負利率政策的討論，
市場將關注英國央行6月18日公佈的會議結
果。
另一方面，英國本周二公佈的首季失業率
僅為3.9%，依然未反映新冠疫情的影響，
雖然英國通脹年率低於1%水平的消息稍為
不利英鎊表現，不過英鎊的下跌幅度卻未有
過於擴大，依然持穩1.22美元水平。此外，
德法兩國推動歐盟成立復甦基金之後，歐元
近日表現偏強，周三有持穩1.09美元水平傾
向，加上美國財長姆努欽預期美國失業人數
將繼續增加，美元指數連日偏軟，有反覆跌
穿99水平風險，該些因素反而有助減輕英
鎊的下行壓力。預料英鎊將反覆走高至
1.2380美元水平。

金價上移走勢未有改變
周二紐約6月期金收報1,745.60美元，較
上日升11.20美元。現貨金價周二持穩1,726
美元水平後迅速反彈，重上1,740美元之
上，周三曾回升至1,753美元水平，收復本
周初的大部分回吐幅度。美國財長姆努欽與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周二的發言未能扭
轉美元指數自本周初開始的偏軟表現，金價
繼續高位徘徊，上移走勢未有改變。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760美元水平。

從企業債市尋找投資機會

由於政府債券及股市提供的收益減
少，投資者似乎難免需要從企業

債券市場尋找機會。鑒於企業債券息差
處於歷史高位，凸顯企業債券收益相對
於其他資產市場的吸引力，因此我們認
為現時環境將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機遇。

雖然回報前景具吸引力，但鑒於市場
面臨的壓力，企業違約的機會將會上
升。這實質風險是收益率錄得如此大幅
度上升的原因之一。然而，我們認為目
前市場所反映的隱含違約率是過高的。
環球投資級別債券的5年歷史平均違

約率為0.9%。基於目前的息差水平，
現時美國投資級別的隱含違約率為
8.7%。對於高收益債券市場而言，歷
史平均違約率為14.6%，而目前的隱含
違約率為37%。

電訊服務重要性明顯提高
雖然我們預期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將

會下降3%，但在這種危機環境下仍會
出現一些贏家。電訊服務的重要性已
明顯提高。隨着居家辦公的人數不斷
增加，寬頻服務需求上升，許多電訊
企業的盈利亦相對提高。
或許有人會認為工業的電力需求下

降將對公共事業產生負面影響，但電
費較高的私營及住宅市場的用電量錄
得增長。此外，電力公司的收入已不
再單靠用電量，收入來源已擴闊至電

力服務合約等業務。因此，我們預期
公用事業的收入將會維持穩定。
其次，一些較弱的公司已處於幾乎

休眠的狀態，部分企業的收入已減半
甚至歸零。許多休閒、酒店、航空及交
通運輸企業將難以應付營運成本。隨着
這些企業的資金流開始枯竭，它們將需
要向央行、政府或金融市場求助。這些
板塊中已出現一些例子，其中部分擁有
強勁基本業務及大量資產的優質公司正
以具吸引力的息率發行新債。
過去幾星期，環球企業信貸市場的

收益機會已大幅擴闊。信貸息差正處
於歷史高位，提供的收益率遠高於股
市或政府債券市場。回顧過去，這些
收益水平往往帶來具吸引力的回報。
我們認為投資者應好好把握這此市場
錯配的機會之窗。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雖然股票及政府債券的收益下降，但從企業債券

獲取收益回報的機會已大幅上升。現時，投資者從

收益獲取投資回報仍是一件具有挑戰性的事情。鑒

於世界各國正在實施大規模的貨幣及財政刺激措施，政府債券孳息

率將於一段時期內維持低水平。企業紛紛削減股息，主要由於企業

收入及盈利下降，或因央行和政府要求以此延長某些貸款期。

■施羅德歐洲信貸投資主管Patrick Vogel 、

歐洲信貸投資副主管Julien Houdain

美元兌加元須防失守1.3850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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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兌美元周三仍告承壓，因英國通脹
率低於1%，創近四年來最低，這加劇了市
場對英國央行可能會採取負利率以提振經
濟的臆測。英國4月通脹率大幅下滑，降
至2016年8月以來最低，因新冠疫情大流
行導致全球油價大跌，且服飾零售商減價
促銷，而電費也下滑。
官方數據顯示，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較上年同期漲幅從3月的1.5%降至
0.8%，大致符合預估。4月CPI較前月下
降0.2%。英國央行表示，未來幾個月通脹
率可能會降至1%以下。由於英國通脹率明
顯低於英國央行2%的目標，市場人士正預
期英國央行將會在6月貨幣政策會議上討
論負利率。

負利率預期加劇 英鎊受壓
英鎊兌美元近期一直在區間低檔交投，

於本周初曾觸及1.2073的一個多月低位，
目前持穩於1.22區間。技術圖表所見，匯
價自4月至今已兩度受制於250天平均線，

亦即在1.2650附近形成兩個頂部，隨着上
月底起始的挫跌，已形成了一組雙頂形
態，
倘若匯價繼續居於1.2245下方這個頸線

位置，可望英鎊兌美元將迎來新一輪較猛
烈的跌勢，以約400點的幅度計算，技術
延伸目標可至1.1845水平。較大支撐看至
1.15及今年低位1.1404。上方阻力估計在
25天平均線1.2360，較大阻力看至1.25水
平。
美元兌加元走勢，技術圖表所見，自4
月以來，匯價一直在窄幅區間上落爭持。
較近支持參考1.3850，這段期間匯價已三
度碰及此區而回升，需慎防若後市跌破此
區，將延展較顯著的下挫，進一步支撐料
為100天平均線1.3640以至1.35水平。
上望阻力則為下降趨向線目前位於

1.4145，若可上破此區料亦有機會打破爭
持局面而重新上行，尤其匯價已形成四個
底部。估計較大阻力在1.4270及1.4350水
平，進一步參考3月高位1.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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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黎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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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復牌後沽壓重

陸正耀為神州優車的最大股東，持股比例約
為10%。消息人士稱，神州優車正在接洽

潛在投資者，洽商出售由大鉦資本管理的優車產
業基金30.75%有限合夥人權益，價值約10億元
人民幣(1.41億美元)。此外，神州優車現時亦持
有神州租車(0699)已發行股本約21.26%。

神州優車擬售優車產業基金股權
瑞幸咖啡事件影響到陸正耀的利益，也打擊了
投資者對美國上市中資企業的信心，也給予了美
國政府借口，收緊中資公司赴美集資的渠道。瑞
幸咖啡在4月2日爆出其2019年許多銷售數字造
假，股價當日暴跌逾80%，之後停牌至今，停牌前

該股收報4.39美元。神州優車
的股價自那時以來，也挫將近
60%。
據路透了解，瑞幸咖啡醜

聞，已促使金融機構和供應商
要求神州優車清繳付款，該公
司正考慮如何避免更大的流動
性衝擊。該公司4月曾表示，已同意以2.5億元人
民幣，向優車產業基金出售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
部分股權，並以至多1.44億美元，將其所持的神
州租車部分股權，出售給美國華平投資集團。
瑞幸咖啡醜聞爆出後，納斯達克交易所表示

計劃讓該股退市，這觸發了剩下的投資者慌忙離

場，促使了昨晚復市後再度大瀉。瑞幸咖啡董事
長陸正耀早前在聲明中表示，在公司公佈內部會
計調查結果前，納斯達克就發出退市通知，他對
此深感失望。另外，在事件發生後，納斯達克表
示正計劃兩項新規定，將使一些中國公司的IPO
變得更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
安永昨發佈《中國上市銀行2019
年回顧及未來展望》報告顯示，
2019年度上市銀行全年實現淨利
潤合計17,483.6億元（人民幣，
下同），增速7.32% 。安永亞太
區金融服務審計服務主管合夥人
蔡鑑昌表示，上市銀行業績的波
動性很大程度上受宏觀環境不確
定性因素加大的影響。2019年全
球經濟下行風險突出，地緣政治
緊張局勢抬頭，中美貿易摩擦持
續，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加
劇。

疫情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蔡鑑昌續指，內地經濟結構

性、周期性問題交織，經濟下行
壓力猶存。而今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將無可避免地對國內外經濟
運行造成較大衝擊。與此同時，
在疫情背景下各國爭相出台的超
預期、超規模的刺激政策或將在
一定程度上改變國際經濟貿易格
局，為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的不確

定性，也為上市銀行的經營發展
帶來新的困難和挑戰。
至於安永同步發佈的《中國36

家上市銀行2020 年一季度業績
概覽》則顯示，今年首季35家A
股上市銀行以及1家披露季報的
H 股 上 市 銀 行 淨 利 潤 合 計
4,959.87 億 元 ， 按 年 增 長
5.03%。
另一方面，2019年上市銀行通

過加強信用風險防控，加大不良
資產核銷和處置力度，平均不良
貸款率從年初的1.52%，下降至
年末的1.46%。然而，不同類型
的上市銀行出現分化，大型商業
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不良
貸款率下降，而城商行和農商行
的不良貸款率則上升。
對此，蔡鑑昌表示受到疫情影

響，今年不良貸款率面臨上升壓
力，上市銀行需進一步加強信用
風險管理。此外，當前金融市場
波動加劇，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
險需引起重視。同時，上市銀行
需對新風險保持警惕。

安永：內銀需加強信用風險管理

■一位市民經過瑞幸咖啡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寶能中心的一家門店。
中新社

� � �

����	

����

����

����

*6�'�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