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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啟動訂立「港區國安法」程序，特朗普揚

言美方「會有強烈回應」，市場憂慮中美緊張關係進

一步升級，加上滬深股市同挫拖累之下，引發本港昨

日股市及匯市動盪，恒指急插1,349點，失守二萬

三，單日跌幅 5.56%五年最大，大市成交激增至

1,805億元。香港政治風險驟升，路透社昨引述一間

管理逾2,000億美元資產的歐資私人銀行人士稱，該

行一些富豪級的客戶準備啟動「B計劃」。

港股單日瀉5.56% 五年最傷
憂中美衝突加劇 恒指失守23000

上市公司董事
可申豁免強制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美國總統
特朗普揚言對「港區國安法」有「強烈回
應」，投資者擔憂中美衝突進一步升級，恒

指昨暴跌逾1,300點，近
月表現強勢的港匯亦受
壓，昨曾低見7.7575算，
為逾6周以來低位，至於
一年期遠期港匯則徘徊在
7.82算附近，為逾5個月
以來最弱。有分析認為，
港匯轉弱或與政治因素有
關，不過相信市場短時間
內可消化。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

若凡表示，隨着大型新股正排隊招股、加上
半年結及中資企業派息潮將至，料港元短期
流動性將趨緊，就算政治因素令港匯稍為轉

弱，料港元仍有機會再上7.75強方兌換保
證，令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升至千億元水
平。

大型招股等因素料撐港元
她提醒，除非政治風險顯著升溫，否則未
來數月，1個月期或以上的港元拆息亦未必
升穿2厘。
新股孖展熱爆下，港元拆息昨全面上升，

隔夜息升至0.34167厘，與供樓按息相關的
1個月拆息升穿1厘，報1.01893厘，3個月
拆息升至1.28869厘，而在港息抽升下，1
個月拆息及3個月拆息與美元息差昨分別擴
闊至86基點同93基點。至於長息方面，半

年期報1.38304厘，1年期報1.53196厘。截
至昨晚7時半，港匯報7.7558。

新股熱 移卡孖展超購222倍
新股凍資方面，截至昨日，獲騰訊
（0700）投資的支付平台移卡（9923），券
商累借孖展近366.8億元，超購222倍；海
納智能（1645）孖展認購達17.6億元，超購
100倍；昨已截止認購的蜆壳電業（2381）
亦錄1.4億孖展認購，超購10.29倍。3隻新
股累計凍資逾394億元。

人幣急跌 離岸價曾穿7.16
另外，官方昨開出人民幣中間價報

7.0939，較上個交易日下調71點子。隨着美
匯指數走強以及避險情緒升溫，離岸價及在
岸價昨午後跌幅雙雙擴大，其中離岸價昨一
度跌穿7.16，跌逾 370點子至低見7.1644
算，在岸價亦曾跌逾280點子至低見7.1438
算。截至昨晚7時半，離岸價及在岸價分別
報7.1539及 7.1351，分別跌逾260點子及
190點子。
有交易員認為，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基

本上符合市場預期，不過人大將審議在港推
國安法，市場預期香港問題或引爆中美新一
輪政治博弈，在中美關係越發緊張下，料將
支撐對美元的避險需求，亦令人民幣短期內
受壓，未來繼續重點關注中美關係進展。

��$

港匯逾6周低 拆息全線升

港股昨日急挫原因
■全國人大計劃審議「港區國安法」，市場憂慮社會出現新一波動盪
■特朗普威脅若在香港實行「港區國安法」，美國將作強烈回應。加劇中
美關係緊張，引發投資市場動盪

■市場擔心新一輪動盪會引發資本和人才從香港流走
■昨日市場避險意識高，投資者要錢不要貨，大市成交達1,805億元，為
3月19日以來最高

■藍籌股全線下跌，當中以金融股、本地地產股表現最差，單計友邦
(1299)和匯控(0005)已合共拖累恒指365點

■昨日Ａ股同樣急跌，拖累港股表現，上證指數、深證成指分別挫
1.9%、2.2%

製表：記者 殷考玲

中美潛在五大「引爆點」左右投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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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後，中
美關係就未曾好過。繼
貿易問題多番周折外，
華為、新冠疫情，以及
最 新 的 「 港 區 國 安

法」，又將兩國關係推向緊張局
面，港股昨日大跌逾1,300點，以跌
幅5.56%計是5年來最大單日下跌。
綜合市場分析認為，未來中美存在
五個潛在「引爆點」，左右投資市
場。
1，美國再挑起貿易爭端。今年1

月，中美簽署了首階段經貿協議，
協議的核心是中國承諾購買更多美國
商品和服務，然而，即使在新冠疫情
爆發前，分析師已經質疑協議的目標

是否現實。現在，中國需求、美國製
造業以及運輸能力因疫情而下滑，同
時能源和其他商品價格下跌，加上
「港區國安法」令兩國關係緊張，令
這些目標更難實現。
2，美國在台灣、香港問題上玩

火。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玩火，推動
台灣加入世衛大會，美國務卿蓬佩
奧高調發聲明祝賀蔡英文就職連
任。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
益，中國絕不會退讓。人大計劃審
議「港區國安法」，特朗普表示會
有「非常強烈的回應」。香港黑暴
勢力近日又四處出動，本港可能又
將迎來一個騷亂之夏。
3，打壓中國科技崛起。過去幾

年，美國政府多次以違反美國制裁規
定為由懲戒華為、中興等中國科技公
司，把它們列入黑名單，並指責它們
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商務
部上周五表示，任何使用美國技術的
外國晶片製造商都必須獲得許可證，
方能向華為以及商湯集團、曠視科技
等中國科技公司供貨。
4，就新冠疫情諉過中國。特朗普

為了洗脫在新冠肺炎上防疫不力的
責任，屢次諉過中國，更狂言要切
斷與華關係。特朗普常常自誇上任
以來為美國創造數以千萬計就業機
會，但受疫情影響，失業率從數月
前3.5%的半世紀低點，飆至官方公
佈的 14.7%，美國經濟也陷入了衰

退。「經濟奇跡」不再，為了連
任，特朗普自然再打「中國牌」。
5，推動金融、產業鏈與華脫鈎。

儘管貿易協議拓寬了美國企業進入
中國的渠道，但特朗普為了轉移國
內對他抗疫不力的視線，以及圍堵
中國，正推動所謂「金融、產業鏈
去中國化」，阻止聯邦退休儲蓄投
資委員會投資中資股，又通過法案
收緊對在美上市中企的監管。白宮
又計劃設立總值250億美元的「回流
基金」，鼓勵美企撤出中國；又與
澳大利亞、印度、日本、新西蘭、
韓國和越南合作，討論重組供應
鏈，建立「可信賴的夥伴」聯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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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受到關注，市場擔心加劇中美衝突，以及美
國終止予香港特殊待遇地位，引發香港市場昨日股匯動

盪。港股低開523點，其後跌幅持續擴大，最多曾挫1,402點，
低見22,878點，收市前一小時A股略為回穩，恒指才稍作跌定，
全日收報22,930點，插1,349點。全日有513隻牛證被打靶。A股
昨日表現同告下挫，上證指數、深證成指分別挫1.9%、2.2%。

成交1805億 地產金融股重災
同時，在昨日大跌市下成交激增，市場似出現恐慌性拋售，港
股全日成交額達1,805億元，為今年3月19日以來最高。藍籌股
全軍覆沒，當中本地地產股重災。恒生地產分類指數大瀉
7.74%，信置(0083)和領展(0823)同插逾10%，新世界(0017)和九
龍倉置業(1997)則同跌逾9%，單計領展已拖低恒指44點。其次
是金融股，友邦(1299)和匯控(0005)已合共拖累恒指365點，匯控
更跌穿36元創海嘯後低位，收報35.85元，跌6.9%，而友邦則挫
9.4%。此外，騰訊(0700)單隻股份亦拖低恒指140點，挫4.8%。
另外，港匯轉弱，曾接近7.756港元兌1美元，為逾兩周以來
最弱；港元拆息則全面上升，顯示資金出現緊絀，資金有流出香
港的迹象。

歐資私銀富豪客傳啟動「B計劃」
路透社昨日報道稱，一家歐資私人銀行的一名資深銀行人士表
示，該行一些富豪級的客戶正準備啟動「B計劃」。他指，去年
本港爆發的修例風波，已經促使一些富豪在其他地方尋求投資選
項，他們「準備了B計劃，但並未將資產移出」，他們當時希望
去年的狀況能夠過去就算，但現在他們將加快降低財富集中於本
地的風險，「我已經接到一些有關啟動這個計劃詢問。」其所在
公司管理着超過2,000億美元的資產。
凱基證券亞洲分析師陳樂怡表示，市場擔心中美關係進一步緊
張，最近中美在金融、科技方面已經有很多動作了。中美關係會
影響投資者信心，導致資金流出香港，對香港資產價格構成壓
力，包括香港房地產。隨着中美關係越來越複雜，疫情後還擔心
出現全球「去中國化」的浪潮，投資者關心兩會是否對這些長期
趨勢有應對措施。

觀望兩會 後市料呈大上大落
時富金融優越投資服務部顧問黎永良也表示，受到政治風險升
溫影響，港股短期欠缺方向感，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稱會嚴厲反
制中國，導致市場恐慌急急沽貨，加劇大市跌幅，後市短期還看
兩會餘下時間發展，但相信恒指會呈大上大落格局。

■■港股昨現恐慌性拋售港股昨現恐慌性拋售，，跌穿跌穿
2323,,000000點大關點大關。。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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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板塊昨跌幅顯著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市場憂慮中美
緊張關係升級，港股昨瀉逾千三點，美聯物業住
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受到政治及經濟環境
因素影響，準買家難免出現短期心理影響，為樓
市增添觀望情緒，但由於利率偏低，未來供應依
然有限，故不少有能力的市民仍傾向購買物業作
自住及保值用途，支持後市，故長遠仍然睇好。

美聯：二手交投將放緩
布少明表示，短線而言，二手成交或會受到影

響，主要原因除了市場觀望氣氛轉厚，再加上二
手市場早前消化了不少筍盤單位，故交投或有所
放緩。估計5月份實際整體二手買賣錄近5,000
宗，較4月份約4,500宗升約1成，但6月份有機
會因而回落至約4,000宗水平，下跌約2成。
惟一手盤在低價及貼市價促銷的情況下，布少明

相信一手依然是市場焦點，並繼續搶佔二手客源。
香港置業行政總裁李志成認為，準買家短期難
免有心理壓力，不過綜觀近年市場受中美貿易
戰、本土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樓市的
表現明顯較其他投資工具優勝，相信事件只是短
期性影響，不少買家長遠仍會選擇 「磚頭」保
值，本周末新盤銷情將對後市有重要的指標作
用。

港置：後市看新盤反應
李志成指出，5月份新盤空群而出，數千伙新

盤排隊登場，市場處於火熱旺盛狀態，若新盤銷
情理想，估計本月一手交投有望挑戰1,500宗以
上水平。至於二手市場，本月交投料可達約
4,500宗。不過多個市區新盤先後貼市開價，入
場門檻降低，與二手比較甚具競爭力，除非業主
願意擴大議價空間，否則二手成交短期內會受
壓，特別是上車盤市場，估計6月份二手交投有
機會跌至不足4,000宗。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昨公佈，因公務往返內地的香港聯合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可申請豁免強制檢疫安排，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處理申請。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在公佈申請豁免安排時表示，在保障公共

衛生的同時，要兼顧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就此，有關安排便利
香港上市公司和上市申請人的董事進行必須並符合香港經濟發展
利益的業務活動，包括前往內地或香港出席股東會議或規管會
議，以符合相關條例或其他規管文書（如上市規則）的要求。
據悉，上市公司或上市申請人可填寫申請書，連同相關證明文

件提交聯交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向獲豁免人士發出豁免授權
書，列明豁免條件。
《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有效期至6月7日。根據有關

規例，政務司司長如信納某人或某類別人士的行程，對關乎符合
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業務活動屬必要，可豁免該人或該類別人士
接受強制檢疫。
政務司司長根據相關條文，豁免因公務往返內地和香港的上市

公司董事或上市申請人接受強制檢疫，每間公司可提名最多兩名
董事申請豁免。涉及的公務目的須為對該公司而言屬必要的，包
括出席在香港或內地舉行的股東會議，以及來港出席聯交所聆
訊。

■■受到政經環境因素影受到政經環境因素影
響響，，樓市增添觀望情緒樓市增添觀望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