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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料金融武器化打擊中國
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

未來數月或公布制裁港機構個人名單

4 建議鞏固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任志剛認為
任志剛認為，
，美國不會對聯繫
匯率制度採取措施，
匯率制度採取措施
，因為這將對
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

1 香港應專注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
促進內地及外地的資金融通

2 在後新冠疫情的新常態下，香港應積極推動
金融科技，以提供金融服務

3 要在香港資本市場更廣泛使用人民幣，促進
人民幣國際化

4 要在大灣區的金融發展中擔當領導角色
美國早前通過《香港自治法案》，揚言制裁香港。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昨預料，美國將
於未來數月公布制裁香港機構及個人名單。他又預
期，由於美國擁有龐大金融體系及美元作為主導國際
貨幣，或將「金融武器化」以打擊中國，其中「核彈
級」武器為禁止本港使用美元作結算及交易，但他認
為美國不會對聯繫匯率制度採取措施，因為這將對美
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志剛昨在團結香港基金的網上論壇指，美
任國可能將「金融武器化」以打擊中國，香

港的美元結算中心地位會否受影響，取決於美國
使用金融武器的程度及目標。他相信美國禁止香
港買入美元的可能性偏低，因美國現時背負巨額
債務，若美國使用該武器亦將面臨下行風險，即
變相損害自身利益。不過，美方可能隨時收緊香
港使用美元，禁止企業投資美國，或禁止美國企
業投資內地，甚至禁止內地企業在美國集資，亦
可針對個人、企業與政府等實施制裁。他希望上
述措施不會發生，但將密切關注相關情況。
對於有人提出可改革國際支付安排，並取代
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任志剛認
為不切實際，因為經 SWIFT 取得支付貨幣行之
有效，而且系統由多個國家共同管理，即便美元
作支付交易比例大，對 SWIFT 有較大影響，但
不等於美方可禁止內地與香港使用系統。

統，美國不會對聯匯制度採取措施，因為這同樣
將對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他稱，現時資金繼
續流入香港，香港金融體系仍然穩健，即使美元
貶值亦不會令港元與美元脫鈎，除非美元貶值超
過 35%，因屆時聯匯制度下港元如同「與一隻
沉船掛鈎」，是一個大問題，但他強調並不預期
有關情況會出現。

建議港股市場交易使用人幣
至於他早年在一篇學術研究文章，提出是時
候檢討聯匯的看法，任志剛笑指，自己也上了一
課，即便是已經退休，亦要審慎發表言論及學術
文章。他續指，現時全球以美元主導，但美元貨
幣政策不穩定，歐元又有自身問題，需要有「第
三隻腳」穩定市場，而人民幣最為適合，但由於
現時內地仍有資本管制，故有需要令人民幣更國
際化，因此他建議港股市場交易可使用人民幣。

聯匯穩固 不因美元貶值脫鈎

提多項策略鞏固港金融地位

對於本港實施近 37 年的聯繫匯率制度，任志
剛認為現時仍穩固如昔，是非常穩健及透明的系

此外，任志剛還對香港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提出多項策略：包括香港應專注發揮國

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促進內地及外地的資金
融通；在後新冠疫情的新常態下，香港應積極推
動金融科技，以提供金融服務；在香港資本市場
更廣泛使用人民幣，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並在大
灣區的金融發展中擔當領導角色。
談及第三波金融危機時，任志剛重申，金融
風暴、次按危機問題未完全解決，在目前新一
輪全球量寬政策下，各地財赤大幅上升，資金
游走令資產價格急升至與實體經濟脫節，若出
現第三波危機，相信香港會受影響，但香港貨
幣制度、銀行體系、證券行業都相當穩健，具
一定防禦能力，尤其是銀行體系一直受金管局
有效率及以風險為本的監管，相信不會出現系
統性危機。

不憂財赤 港儲備巨應付有餘
香港經濟方面，特區政府早前宣布連串紓困
措施，導致出現財政赤字。任志剛對出現財赤並
不感到擔憂，因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嚴重債務問
題，而且政府過去多年累積 1.1 萬億元的財政儲
備，可應付有餘。

與港各擁優勢 存良性競爭
在被問到部分企業遷出香港是否會有利於新

加坡，李顯龍說，他從未把新加坡和香港之間視
為競爭對手。李顯龍表示，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確
實有一定程度的良性競爭，但亞太地區很大，機
遇也很多。香港是中國的門戶，有它的優勢；新
加坡在東南亞中心，足跡較大，有不同的優勢，
「綜合各種考量，我更希望香港取得好表現，不
願大家撤出香港尋找其他落腳處。」

中美關係穩定對美也重要
李顯龍還希望美國下一任總統能首先穩定與
中國的關係，因為亞洲區域的長期穩定與繁榮必
須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要求很高，但中美關
係的穩定對美國也是重要的」。「否則，亞洲這
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你們（美國）至關重
要的地區，我認為將成為你們的一個問題，而不
是財富。」
在談到與中國華為公司相關問題時，李顯龍

■ 李顯龍表示，希望香港能逐漸進入「新常
態」，保持穩定和繁榮。
資料圖片
表示，新加坡在徵集 5G 網絡提案時沒有排除華
為成為供應商，本地新加坡電信業者雖然沒有選
擇與華為合作，但毫無疑問，華為仍會參與未來
新加坡的5G網絡發展。

德美利：美經濟或
「W」
形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新冠疫苗何時面
世令全球經濟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德美利證券
香港行政總裁梁偉基昨於電話會議中表示，若美
國疫情再次爆發或失控，且疫苗短期內未能推
出，美國經濟或呈現
「W」
形反彈，納斯達克指數
走勢也將面臨壓力，標普 500 指數有機會下試
2,200點。

居家辦公利好雲服務公司
梁偉基指出，周內多間科網巨頭「放榜」，將
決定短期內納指走勢，尤其是最大市值的蘋果公
司今日將公布業績，該公司對市場前景的看法，
以及未來業務的發展，都將直接影響市場表現。

加上居家辦公仍是大趨勢，一些以雲服務為主的
公司仍會受到市場青睞，以支撐大市。
若疫苗如期推出，梁偉基認為美國經濟可出現
「V」形反彈，料標普 500 指數可在 3,000 點上下
浮動，雖然一些「宅經濟」公司股價會略有下
調，傳統行業迅速恢復能彌補其變動。他建議，
下半年投資盡量避開負債比率較大的板塊，如工
業股、航空股，看好健康護理板塊，因行業現金
流充足，負債比率較低。

中概股掀來港二次上市潮
談及美元走弱，他料不一定對納指產生太大影
響，反而會直接影響金價走勢，且美元走弱後，

令國際業務佔比較大的美國企業受惠，有望跑贏
本土經濟股。
市場傳攜程將由納指退市，梁偉基不贊同中概股
在美國掀起「退市潮」的說法，稱只是出現了來港
的二次上市潮，例如阿里巴巴
（9988）
、京東
（9618）
等內地科網公司來港上市後，美股仍正常運作且流
通量不降反升，二次上市的公司受益頗多。
此外，德美利證券香港宣布為本地客戶取消投
資在美國市場的網上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及期權的佣金。自今年 8 月 3 日起，佣
金由現時收取的 6.95 美元減至零。在交易期權
時，客戶只需為每張合約支付 0.65 美元，並不會
額外收取任何行使或指派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高銀金融(0530)旗下
啟德住宅地盤再有新變動，公司上周五曾宣布已出售
該地，套現 25 億元外，另加貸款及新融資等，但公
司昨日發通告宣布取消前交易，轉為將地皮售予新買
家「彥佑有限公司」，作價 34.77 億元，雙方並訂立
利潤分成協議，為此高銀將支付 28.72 億元予前買
家。市傳最新買家其實是佳兆業。
高銀金融 2018 年 11 月以約 89 億元購入這幅啟德第
4B區4號地皮，但其後公司財政出現壓力，地皮今年
已被高銀兩度聲稱出售。早於 5 月，高銀就曾指以初
步代價70.4億元協議出售該地皮，惟最終因未達成先
決條件而終止協議。隨後 7 月下旬公司再指已售出該
地，即時取得現金 25 億元外，亦可獲得 11.4 億元的
貸款及 24.27 億元新融資，但相關買賣協議又再度取
消。

34.77

佔30%分成 出售安排料蝕27.5億
根據公司昨日最新公布，已向新買家「彥佑有限公
司」出售該啟德地皮，作價 34.77 億元，買家為獨立
於前買家的第三方。雙方並訂立利潤分成協議，高銀
與新買家同意分佔日後出售由物業公司於該物業上發
展的單位及停車場所得利潤，分成比例分別是30%及
70%。高銀預期有關出售安排將錄得虧損約 27.5 億
元。

億售予新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稱，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本周二（28 日）參加美國智
庫大西洋理事會的線上視頻座談會在談到香港國
安法時，他表示，希望香港能逐漸進入「新常
態」，保持穩定和繁榮，繼續發揮它本身以及對
中國的作用，這將對亞太地區有益。
李顯龍表示，一段時間以來，新加坡一直在
關注香港的局勢，那裏的示威活動一度越來越暴
力。香港有義務通過一項國家安全法，但一直沒
能辦到，而這種情況不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因
此才有了香港國安法。香港如果能保持穩定，一
如既往發揮作用，幫助中國繁榮發展，這對香
港、新加坡和本區域都有益，新加坡也希望香港
的問題能獲得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美國制裁香港的借口之一是
《香港國安法》「影響」港人自由。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
總裁任志剛昨表示，香港國安法有助香港社會回復穩定，而且
沒有改變「一國兩制」，直言對「影響」說法感到大惑不解。
任志剛指出，過去一年的社會動盪涉及外部勢力，而且涉及
散播不實謠言攻擊香港金融體系及貨幣系統。若社會動盪會影
響個人安全，以金融人才流動性相當高的特點，他們可能會離
開香港，若不加以遏止，將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此
他歡迎制定並實施香港國安法，認為能為香港恢復社會秩序奠
下基礎。
對於有意見指香港國安法將香港變成「一國一制」，他直指
對此說法感到大惑不解，因基本法已列明「兩制」定義，香港
及內地仍是使用不同的貨幣與金融系統。至於有人指香港國安
法損害港人自由，他認為這些人所失去的自由，是損害國家安
全的自由，「我自己唔想要這種自由」。

高銀啟德地

李顯龍力挺香港國安法

國安法有助香港回復穩定

取消與前買家交易錄虧損4.5億

高銀指，出售所得之 34.77 億元，擬用於償還集團
其他借款、就取消前協議付款予前買方及用作一般營
運資金用途。據了解，今次取消買賣，高銀將會支付
28.72 億元予前買家，並因是次取消而錄得虧損4.5 億
元，早前訂立的相關期權契據及項目管理協議亦告終
止。
同時高銀將再收到 5.05 億元的現金，和 1 億元的可
扣減款項。該 1 億元可用於扣減任何類別的全部未償
還債務或負債、截至完成日期就違反銀行貸款涉及的
任何利息、罰款、費用、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
應買方要求終止的物業公司任何建築合約涉及的任何
費用。資料顯示，地皮可建樓面約 574,733 方呎，可
作私人住宅用途，目前地皮工程尚未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