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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會議通過訂立港

區國家安全法的決定，並授

權人大常委會進行相關的法

律制訂工作。在人大公布就

港區國安法立法至法案獲得通過的一個多

星期內，本港社會上對此有不少討論。不

過即使美國日前高調宣布取消給予香港的

特殊待遇，港區國安法並沒有導致本港市

場出現恐慌性拋售。其間港股除了5月22

日跌逾千點之後，也沒有再大跌；本港樓

市一手銷情持續暢旺，業界預料5月份一手

成交將達到2,200宗的一年新高；二手市場

交投平穩，藍籌屋苑康怡花園錄得新高價

成交，顯示樓價反彈勢頭未受影響。

股照炒股照炒 樓照賣樓照賣
市場未現恐慌市場未現恐慌

無懼美國揚言制裁 只見短期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昨在網誌中表示，市場普遍關注制訂港區國
安法對本港資金自由進出及聯繫匯率制度運作的
影響，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未來，他強
調這些都不受影響。

陳茂波重申，香港不會實施外匯管制，港幣可
自由兌換，資金可自由進出，這是基本法第112
條列明。目前香港的外匯儲備資產超過4,400億美
元，為港元提供最厚實的支撐。而過去一周金管
局及銀行界均指出，並沒有顯著的資金外流情
況，港元匯率亦一直靠近強方兌換保證區。

對於美國借港區國安法立法挑起所謂的「制裁
行動」，提出取消香港的優惠待遇。他表示，事
實是每年本港製造並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只佔本
地製造業的不到 2%，貨值佔本港總出口不到
0.1%。而高端敏感的設備和技術一向也不容易從
美國進口，其他的技術或可在歐洲或日本等市場

找到替代。雖然美國目前的舉動為市場帶來少許
干擾，但暫時實際影響有限。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仍獨特
過去十年，美國在香港累計賺取了近3,000億美

元的貿易順差，在香港的服務業也有着可觀的利
益，特別是金融及專業服務等。因此，任何的限
制措施，也同時損害着美國企業在香港的利益。

陳茂波又指，港區國安法立法是為了讓香港社會
回復穩定，恢復安全、穩定的營商及投資環境，一
般正常營運的企業實在無需憂慮。投資在香港的外
商仍然可享受着本港的制度優勢，企業可立足於本
港的資本主義體系中，開拓內地龐大的市場，這裏
有西方社會熟悉的法律系統與商業運作模式、廣而
深的資本市場和大量的優秀人才。

他說，目前的形勢可能讓已在境外上市的中資
企業更積極考慮回流到本港市場掛牌，而內地需

要國際融資的創科和其他企業，也會更優先考慮
本港的集資平台。上周國際指數公司MSCI將其
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期貨及期權產品的發行授
權，從新加坡交易所轉為給香港交易所，便是其
中一個對香港市場信心的明證。

陳茂波說，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其採
取的任何措施也可能干擾部分市場環節的正常運
作，本港對此會密切留意，適當應對。而中國作
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發展動力及龐大市場，
也牽動不少跨國企業的發展利益。

在這場大國博弈中，香港難免會受影響，但只
要繼續維持自身的制度和優勢，以及穩健的市場
運作，香港在亞洲時區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是
非常獨特。

陳德霖：根基穩 無懼制裁
香港金管局前總裁陳德霖昨晚表示，全力支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他指出，香港
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才能成為亞洲首屈一指
的國際金融中心。1997年回歸後，香港一直未能
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自行制訂有關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使香港成為「全世界唯一沒有維護
國家主權和安全法律涵蓋的國際金融中心」。

他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缺失，成為了不
法分子和外部勢力可利用的空隙，破壞香港法
治、社會穩定、經濟穩定和政局穩定。過去幾年
「港獨」思潮出現，目前更有愈演愈烈之勢，因
此，制訂港區國安法是「必須而別無選擇的正確
之舉」。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稱香港將失特殊地位並擬
推出一些制裁措施，陳德霖指香港「當然會受到
影響」，但他相信，香港「底子厚」，貨幣、金
融，和銀行體系都十分穩健，有能力承受衝擊和
適應新環境。

陳茂波：國安法不影響聯匯和資金進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全國人大宣布推出港區國安法相關決定後，
香港股市出現偶爾波動，反對派就此造勢，
網絡炒作移民話題，製造恐慌情緒。對此，
內地專家認為，部分港人與其陷入恐懼情
緒，不如認真研究中央對港政策，研究國家
領導人針對香港問題的講話，從而準確判斷
中央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行動究竟針
對誰、為了誰。只有這種理性化的思維，才
能做出正確選擇。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強世功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先講述了一個故事。他
說，自己2002年去香港樹仁大學講課時，
樹仁大學創辦者、著名律師胡鴻烈老先生曾
給他講過，1980年代初，中央要收回香港的
消息一傳開，香港股市也出現了「黑色星期
五」，人們紛紛移民，香港地價暴跌。但
是，當時胡鴻烈等人則是趁機買地，積累財
富，後來還將樹仁大學搬遷到更好的地方。

理性方能致富成材
當時香港流傳這樣一句話，「不怕共產黨

的就可以成為新富豪」。強世功說，李嘉誠
等一批香港新富豪就是在這種背景崛起的，
這並不是說他們冒險偶然成功的，而是他們
在研究內地、研究中央的改革開放後，對內
地改革開放政策和中央對港政策作出了理性
判斷。
強世功說，是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出來

後，反對派造勢，引發部分港人出現一些恐
慌情緒，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大家都陷入恐懼
的想像中。他建議，與其恐懼，大家不如去
努力了解真實的情況，研究國家政策，研究

內地與香港關係，研究中央推動立法的背
景，系統研究中央對香港政策。只有準確理
解中央為什麼要推出立法，立法針對誰，又
是為了誰，才會有理性的方式，做出正確的
決策。
這位專家還推薦香港大學陳弘毅教授近期

發表的一篇文章，講出了「以香港為家」的
香港人的心聲，對國家安全立法的法理依據
和未來期待有清晰的闡述。
強世功說，希望香港人好好讀一下這篇文

章，就不會有這樣的恐慌。

專家：與其恐慌 不如細味中央用心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匯控(0005)

中移動(0941)

中海油(0883)

中石化(0386)

聯通(0762)

國壽(2628)

中石油(0857)

騰訊(0700)

友邦(1299)

建行(0939)

■製表：記者 周紹基

ADR美國收報

35.73元

54.50元

8.85元

3.68元

4.36元

14.68元

2.70元

421.03元

63.71元

6.10元

較上周港變化

-0.33%

+0.75%

+2.50%

+2.62%

-2.98%

-1.10%

+1.40%

+2.59%

+1.37%

+0.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取消美國
對香港特殊待遇，繼續其針對中
國的措施，但市場反應平靜，在
美國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ADR)不
跌反升。有分析認為，港區國安
法對市場的影響已漸消化，基本
上只有宣布的那一天港股才出現
急跌，但也沒有出現恐慌性拋
售。故此，特朗普本港時間上周
六再「出招」制裁本港，也未必
會大幅推低今日股市，反而有機
會出現「挾淡倉」情況。
特朗普上周六凌晨宣布針對中國
的最新政策時，美股曾挫368點，
但道指臨近尾市反彈，港股ADR
也同樣上升，顯示市場已大致消化
影響。ADR整體向好，預計今日
恒指有望高開約 230 點，挑戰
23,200點阻力，似未受特朗普「針
對中國、制裁香港」的言論所打
擊。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

認為，港區國安法的影響已漸見消
化，不過6月整體的走勢，仍要視
乎港區國安法的細節，以及各方反
應而定。

北水湧港趨勢未止
龐寶林說，香港已成為中美角力

的「磨心」，這一直困擾着投資
者，但是大量中概股回流來港第二
上市，加上「北水」湧港的趨勢未
止，料新股市場及部分當炒股仍可
看高一線。他又指出，美國制裁香
港的實際影響並不如想像般大，估
計港股本周可能會「挾淡倉」。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亦認

為，港區國安法宣布後，股市只有
一天的急跌，並沒有出現恐慌性拋
售，原本可視港股已趨穩定。但冷
不防美國宣布對港實施制裁，令市
場在5月底再度陷入陰霾。
植耀輝表示，恒指在「五窮月」

已跑輸外圍股市，其他地區股市正
陸續炒作疫後復甦，但港股政治因

素及變數太多，面對政策的不確
定，市場氣氛仍會審慎，這或將影
響港股的吸引力。

中美角力左右6月表現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指

出，6月需要留意美國會否針對中
國繼續「出招」，例如有傳媒已報
導，美國政府正考慮取消部分中國
留學生簽證。若上述政策落實，中
美的對峙將擴展至教育領域，或進
一步影響市場氣氛。
他說，港股經4月的大型反彈

後，整個5月在走勢上都處於回整
行情，簡言之，是「二度探底」的
必經階段，估計6月仍可能會朝着
3月份低位21,139點進發。值得注
意是，5月底的大市沽空比例升至
超高水平，說明「空軍」正大舉來
襲，如果恒指未能盡快回升上
23,500至23,800點阻力區來「挾淡
倉」的話，要提防6月份波動性風
險增加。

影響漸消化 港股有機會「挾淡倉」

■ 強世功指，
港人應認清國
家安全立法的
法理依據和思
維。 資料圖片

港區國安法在5月21日公布以來，市場共有5個
全新盤開賣，當中兩個較大型項目天水圍Wet-

land Seasons Park第2期、長沙灣The Campton，銷
情均相當理想。資料顯示，Wetland Seasons Park第2
期於5月23日、港區國安法公布的2日後進行首輪開
售，涉及200伙，最終售出194伙，約97%。長沙灣
The Campton上周三首輪開賣188伙，更錄全數沽
清。

買家：紛爭對樓市影響短暫
港區國安法公布後翌日股市大瀉，市場原本預料新

盤銷情亦會受挫，但Wetland Seasons Park第2期於
國安法公布後的首輪銷售卻售出超過九成單位，反映
不少市民對後市有信心，願意以真金白銀為本港未來
投一票。當日以約1,400萬入市的莊先生指，港區國
安法只會造成短期影響，因本港供應始終不足，相信
樓價仍然走高；1,800萬元購入單位的關先生同樣認
為港區國安法對樓市僅有短期影響，長期並不擔心。
受新盤熱銷刺激，發展商加緊賣樓部署，令近日市

場氣氛持續熾熱，Wetland Seasons Park 第2期於剛
過去的周六次輪推出298伙，售出291伙，佔推售量
約97%。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昨表示，周
六日一手市場錄得逾300宗成交，反映準買家未受近
日政經環境因素影響，入市態度依然積極。他預期本
月一手成交量將錄逾2,200宗水平，創近一年高位。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亦指，

本港剛性需求強勁，購買物業除了供自住之外亦可作
對抗貨幣貶值之用，因此受國安法影響輕微，由於6
月仍有多個全新項目準備推售，料一手成交可維持
2,200宗。

二手周末成交升逾兩成
二手方面，雖然購買力因新盤熱銷被攤薄，但成交
量依然理想。中原地產公布，過去周末十大屋苑錄得
11宗成交，較上周末9宗上升22.2%，重返雙位數
字。個別屋苑更錄得新高成交，鰂魚涌康怡花園G座
高層14室，實用面積524方呎，成交價970萬元，實
用呎價18,511元，創2房新高價成交。
美聯物業分行統計剛過去周末10大屋苑亦錄得12

宗買賣成交，按周持平，認為主要因新盤搶去購買力
所致。5月全月，10大藍籌屋苑已錄得313宗成交，
除按周升6.8%，交投量更連升5個月，並創14個月
新高。惟6月份不少一手盤部署推售，二手盤源收
窄，故預期一手將繼續主導樓市。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表示，目前市場盤源有限，

而就港區國安法引發中美角力，令市場變得觀望，靜
待兩國交鋒會否有實質措施影響本地市場；不過，廖
氏認為國安法暫未見對市場帶來太大影響，不致於令
樓市退潮，只是略為減慢入市速度。

■新地新盤Wetland Seasons Park第2期於國安法公布後的首輪
銷售售出超過九成單位，反映市民對後市有信心。圖為首輪開售當
日準買家排隊進場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