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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角力升級下，外媒引述知情人士消息

指，滙控（0005）主席杜嘉祺正全面審視歐美

業務運作，並研究出售歐美業務可能性，旨在

減少受歐美當局監管，並集中精力發展亞洲業

務，特別是一直被視為「最賺錢的金蛋」即香

港及內地，不過有分析認為滙控仍有大量美元

業務，因此就算出售歐美業務亦難以逃避美國

監管。

■ 滙控亞洲業務一枝獨秀，卻
受歐美業務拖累令股價低迷，市
傳集團有意出售歐美業務。

彭博社

滙控傳售歐美業務救亡
避歐美監管 或遷冊回港

滙控早前重啟裁員計劃及暫停對
外招聘，不過消息人士指出，

該行認為有關裁員計劃仍不足以重振
業務，加上股價低迷令投資者有微
言，認為該行未有好好利用在大中華
的領先地位，因此傳出該行有意出售
賺錢能力較弱的歐洲與美國業務，並
將日後發展重點放在亞洲。外媒亦引
述消息指，該行高層最近曾討論與英
倫銀行關係，及在地緣政治風險升溫
下，本港聯匯制度可能受衝擊下，對
該行將帶來影響。

集中資源拓亞洲賺錢業務
現時總部位於倫敦的滙豐，由於歐

美有業務，因而受到歐美多國監管，
不過該行近年盈利主要來自亞洲地
區。若以去年稅前盈利作比較，雖然

歐洲業務佔集團資產近一半，但按地
區劃分業績唯獨歐洲業務見紅，單計
歐洲業務去年全年稅前蝕46.53億美
元，不及期內亞洲稅前大賺184.68億
美元，按年增長逾138%，是集團盈
利增長的火車頭。如若單計香港業
務，去年稅前亦大賺120.49億美元。
滙控拒絕評論有關出售歐美業務的

傳聞，不過有分析認為，滙控擬出售
歐美業務的消息，出現在近日遭內媒
連番狠批之後，料該行是不想再做中
美之間磨心而作出取捨，意味該行有
意放棄盈利能力較低的歐美市場，以
保住盈利能力較強的香港及內地業
務。
分析又指，若滙豐研究出售歐美業務

屬實，意味未來將全面向內地和香港靠
攏，下一步部署或將遷冊回港。翻查資

料，滙豐早前亦曾研究將總部遷回本港
的可能性，至2016年時決定維持總部
於倫敦不變，不過在今年初，英倫銀行
要求包括滙豐在內的英國銀行年內停止
派息，惹來股東及管理層不滿，因此有
傳滙豐高層曾討論遷冊回港事宜，不過
其後被官方否認。
雖然傳滙豐研究放棄歐美業務，是

旨在減少受歐美監管，不過分析料滙
豐如意算盤或未必打得響，因為該行
仍擁有美元業務、與美國銀行及企業
的業務來往，意味仍要面對美國監
管，加上滙豐現時在香港銀行業之間
進行美元計價交易的結算平台，亦受
美方監管。
分析亦認為，倘滙豐出售歐美業

務，或削弱其國際銀行地位，加上就
算該行有意全面靠攏香港及內地，亦

未必能令各方滿意。

股價失守35元 見11年低位
內媒近日連番狙擊滙豐，主因在華

為孟晚舟事件中，滙豐被指設局構陷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並充當受害人
角色舉證孟晚舟，以換取美國赦免，
逃避美國司法部對滙豐洗錢重罪的刑
事指控。雖然事後滙豐中國在微信企
業號曾發文，回應孟晚舟事件並作出
澄清，不過該篇文章後來因為接獲投
訴被下架處理。
下周一放榜的滙控，未見受擬出售

歐美業務消息提振，在本港股價昨收
報34.8元，跌1.56%，逼近2009年金
融海嘯低位33元，而在倫敦股價，早
段曾跌2%至低見346便士（折合約
34.5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科技股
繼續成大市焦點，騰訊(0700)私有化美國
上市的搜狗，股價昨日向好。另外，由
於中美關係緊張，加上疫情打擊業務，
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攜程，現正與投資者
洽談，準備由美國退市。雖然攜程目前
難料會否來港上市，但消息也令港交所
(0388)有2.7%的升幅。港股總體平穩，
恒指回升169點報24,772點，成交1,127
億元，上升股份近1,100隻，周一面世的
恒生科指也反彈3.5%。

騰訊私有化搜狗 溢價57%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搜尋器搜狗宣布，
獲騰訊以每股9美元現金收購餘下股
份，由於有約56.5%的溢價，消息令搜
狗周一大升48%。今次騰訊若成功全購
的話，搜狗的估值相當於35億美元。該
消息今日仍刺激騰訊，該股全日揚升
4.5%見543.5元。
騰訊早於2013年已入股搜狗，搜狗亦
一直為微信提供站外搜索服務。今次騰
訊收購搜狗，市場人士揣測，騰訊有意
拓展其搜尋器業務，可能正面挑戰百度
的地位，也有可能搶先一步藉收購擴大
市佔率，來壓縮字節跳動在搜索業務的
發展空間。
目前內地搜尋器業務「一哥」仍然是

百度，市佔率在2019年初時高達70%，

縱使阿里巴巴(9988)的神馬、360的好
搜，以及搜狗連番向百度發出挑戰，百
度的地位依然穩健，並與騰訊及阿里被
譽為「BAT」。今年3月，字節跳動旗
下的頭條搜索上線，一度曾被視為百度
最有力的挑戰者，但近半年過去，對百
度的地位似乎沒太多影響。不過，今次
騰訊以高溢價全購搜狗，有可能影響幾
大科網業巨頭的未來發展。

攜程擬美國退市 憧憬來港
不過，「有人歡喜有人愁」，有報道

指，在美國上市的攜程，計劃由納斯達
克退市。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表
示，由於中美關係緊張，加上肺炎疫情
打擊，攜程正與投資者洽談由美國退
市。該報道指，攜程管理層已接洽多個

金融及戰略投資者，包括私募股權公司
及中國科技公司，查詢參與私有化交易
的意願。攜程目前是中國最大的線上旅
行社，市值達165億美元。市場憧憬攜
程在美國退市後，或會轉來香港上市，
港交所回升2.7%報263.2元。
港股走勢平穩，匯控(0005)跌穿35元

並見近10年新低，使恒指升幅一度大為
收窄，但尾市騰訊發力支持下，恒指50
天線(24,649點)失而復得。除騰訊外，恒
生科指30隻成份股全線上揚。
本港「禁堂食令」除打擊餐飲業外，

也影響煤氣的供應及設備業務，煤氣
(0003)股價創逾兩年新低，收報 10.88
元。本月上市的半新股思摩爾(6969)在見
過44.85元新高後急速回吐，全日倒跌
4.7%，收報40.2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拖累，澳博(0880)中期業績轉盈
為虧，虧損14.12億元，去年同期純利為
16.79億元，每股基本虧損24.9仙，不派
中期息。該集團預期，即使某些旅遊限
制或會逐步解除，並且將對旅遊和消費
產生正面影響，但預計該集團的收益在
今年內將不會恢復到以往的水平，特別
是影響訪澳人流至深的內地團體和個人
旅遊疫情會否構成持續的經濟和健康問
題，對其業務造成較長的影響。

新葡京博彩收益跌八成
截至6月底，該集團總淨收益43.74億

元，按年大跌74.4%；博彩淨收益則為
42.72億元，同為跌74.4%；期內，經調
整 EBITDA 則同為盈轉虧，蝕 9.84 億
元。上半年的中場賭枱博彩收益較去年
同期減少73.5%，至32.91億元；貴賓博
彩收益按年減少81.6%，至13.68億元。
期內，角子機毛收益則較去年同期減少
59.2%，至2.34億元。

該集團旗下的新葡京娛樂場，上半年
博彩收益為13.26億元，按年跌80.7%；
而新葡京酒店的入住率較去年同期減少
75.9%至18.9%。期內，每日平均房租增
加9.5%至1,628元。另位於路氹的綜合度
假村項目「上葡京」已於去年底竣工，
並已向相關部門申請牌照，預期於今年
下半年開始營運。
該集團於業績報告指出，集團的財政

狀況維持穩健，截至6月底的現金、銀行
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為 75.11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MSCI亞太區
指數解決方案研究部主管魏震昨表示，過去
30年，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表現跑贏MSCI
環球指數，而新興市場在經濟增長率較成熟市
場快的情況下，逐漸受市場關注及成為投資主
流。截至去年年底，追蹤MSCI新興市場指數
的資產為1.5萬億美元。但新興市場指數未來
的走勢要視乎內地產業鏈的恢復情況。

MSCI料外資持續流入A股
魏震表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內地產業
鏈出現了一些問題，若內地產業鏈恢復，使得
內地的經濟持續反彈，將對新興市場有正面影
響。不過，現時很多新興市場的疫情還在發
展，甚至推上另一高峰，表現仍有不確定性。
對於近日內地金融市場曾出現大額資金流

出的情況，魏震表示不論散戶還是機構投資
者，均有短期的資金配置需求，有大額資金進
出屬正常。他認為內地控制疫情得力，加上內
地經濟率先復甦，以及內地資本市場持續擴大
開放，相信外資持續流入A股的趨勢仍存在。
魏震續指，內地疫情較早受控，加上市場
對科技及醫療保健板塊需求急升，令今年上半
年MSCI中國指數表現，跑贏其他市場指數。
未來針對中國指數的研究開發，仍然會首先聚
焦於股票型指數，以滿足國際投資者需求。
MSCI亞太區指數產品主管Douglas Walls
表示，新興市場充滿活力，已成為投資者投資
組合中的重要部分，且市場中的變革正在影響
全球金融市場的格局；估計未來亞太區投資者
數量將會增加，投資範圍將超出傳統股票及固
定資產收益類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 評級機構
惠譽昨發表報告，重申對中國給予長期
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IDR）A+，評級
展望為穩定。惠譽指，經過年初因應新
冠肺炎而實施的防疫措施，中國經濟目
前正顯著復甦，將中國今年GDP增長預
測由1.2%調升至2.7%，是惠譽覆蓋的主
權評級當中增長最高的國家。
中國第二季GDP按年增加3.2%，較第
一季收縮6.8%顯著改善，優於惠譽預
期。惠譽指，現階段不能排除爆發新一
波疫情的可能性，但當局最近有效遏止
北京疫情爆發，反映中國有能力毋須再
以大規模封市等措施防疫，減低對經濟
的傷害。惠譽預期，中國明年GDP增長
或短暫加速至7.5%，隨後會重新以大約
5.5%的增速發展至2022年。
惠譽續指，為應對疫情影響，中國財

政政策轉趨寬鬆，官方預期因此財政赤
字會升至佔GDP 3.6%，而2019年同期
為2.8%。惠譽以綜合基礎預測，今年政
府總財政赤字會升至GDP 11.1%，較去
年的4.9%顯著上揚，與其他經濟體的趨
勢相若。

地緣政治摩擦無礙評級
惠譽又提到，疫情下中國與其他國家

的地緣政治摩擦急劇升溫，包括應對疫
情、對港政策、貿易爭議等。該行預
期，地緣政治摩擦會持續，但短期內未
會對中國的主權評級有負面影響，至於
長遠會否轉化成對評級有利好或負面影
響，就要拭目以待。
惠譽評級大中華區銀行業評級主管及

高級董事胡月明昨於線上會議表示，中
美兩國關係由去年開始趨緊，再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對內銀造成較大影
響；但目前仍需視乎美國的制裁名單及
範圍，大多數中資銀行於美國的業務有
限，相信即使有相關制裁，亦會給予銀
行過渡期。他預計，內銀淨息差仍會繼
續收窄，但由於再降低利率或影響住房
貸款需求，且中國次季經濟增速已有明
顯改善，不預期利率有較大幅度下降。

槓桿率將升至歷史新高
惠譽評級中國銀行業評級聯席董事徐

雯超表示，在疫情影響下，今年中國經
濟將放緩，而因抗疫需求，信貸增速仍
需維持較高水平，將導致金融系統槓桿
率升至歷史新高，但相信上升屬暫時
性，中國政府一直着力控制金融系統風
險，尤其是2017年以來對影子銀行規模
的控制，預計短期內這些控制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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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前景視乎內地復甦

疫情拖累 澳博中期轉蝕1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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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禁
堂食令」重
創餐飲業，
也影響煤氣
的銷售及設
備業務。

美聯社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