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內地網站日前瘋傳中國恒大(3333)向廣東省政府

發出「恒大懇請支持重大資產重組項目的情況報

告」，希望廣東省政府支持其子公司重組上市，以

及就債務壓力向政府求助。有關消息也使恒大昨日

急跌5.6%。不過，恒大在昨晚發聲明，指網上流

傳的報告並非事實，相關報告的文檔和截圖皆為憑

空捏造、純屬誹謗，對恒大造成嚴重的商譽損害。

恒大表示強烈譴責並已報案，以法律維護其合法權

益。標普將中國恒大的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

確認長期評級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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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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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傳爆煲 恒大指誹謗已報案
不利消息拖累股債 標普降評級展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人民
銀行昨在香港成功發行100億元人民幣6
個月期央行票據，中標利率為2.68厘，
投標總量超過350億元人民幣，約為發
行量的3.6倍。人行公告表示，有關結
果反映人民幣資產對境外投資者有較強
吸引力，亦反映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經濟
的信心。
人行發行上述六個月期央票中標利率

為2.68厘，較上次6月時水準上升47個
基點，與近期境內國債收益率不斷上行
方向一致。不過，央票升幅超過同期國
債收益率升幅，令兩者利差擴大至約12
個基點。
人行表示，是次發行央票受到境外投資

者廣泛歡迎，包括歐美、亞洲等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銀行、央行、基金等機構投資
者，以及國際金融組織踴躍參與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中美角
力下，美國多次恐嚇將金融制裁中國。國
際評級機構惠譽發表報告，料外國金融機
構（FFI）制裁清單或將在年底前出爐，並
點名滙控（0005）、渣打（2888）、中行
（3988）可能受到較大影響，該行亦預期
受制裁企業或遭到嚴厲的二級制裁措施，
包括不能再通過美國金融機構進行美元結
算，但美國總統有權保留對這些制裁企業
執行二級制裁措施的權力。
惠譽預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將在10月
12日向國會提交報告，並將列出美方聲稱

損害香港自治的個人名單，而在報告出爐
後再多一至兩個月，美國國務院將向國會
提交一份明知而與該報告所認定的外國人
進行重大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FFI）清
單。而根據《香港自治法案》，法案將提
供一年寬限期，讓金融機構中斷與相關人
士的商業合作，而寬限期過後若金融機構
繼續合作，美國財政部將作出處罰。

涉華業務外資或陷被美制裁圈套
惠譽認為，在《香港自治法案》下，中
資銀行及與中國聯繫密切的外資銀行或會

陷入被美國制裁的圈套。而大型中資銀行
之中，料中行可能受影響較大，至於在香
港及內地有重大業務往來的外資銀行，料
滙控及渣打亦會較大程度受到影響，又指
兩間銀行亦正在評估潛在制裁的後果。
報告又指，雖然大部分主要中資銀行及

小部分香港銀行在美國設有分行或代表
處，但這些銀行的美國在岸業務規模仍相
對細，因此相信美國制裁對中資銀行影響
不大，除了上海商業銀行，參考去年上商
美國業務佔其總資產約12%。不過惠譽亦
提到，由於美國制裁措施或惹來中國報復
行動，並增加雙邊貿易及投資風險，因此
預計美國不會對中資銀行體系實施實質性
制裁。

中國潛力巨 外資行未停拓展步伐
至於其他外資銀行取態方面，惠譽指，
外資銀行仍未停止在中國內地或香港開展
業務步伐，主因看到中國仍有潛在增長機
會，不過同一時間這些外資銀行或要面臨
信譽或誠信風險，皆因或會被當地監管機
構視為幫助客戶逃避制裁及關稅。該行又
指，目前並沒有跡象表明美資銀行會從中
國撤資，不過相信提供代理銀行服務的美
國機構將承受更大壓力，以加大對尋求美
元清算或融資的中港金融機構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為了
提升前線工程師的操作及維護流程，中
信國際電訊(1883)旗下中信國際電訊(信
息技術)(CPC)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推
出一項共同研發的擴增實境(AR)解決方
案，為「DataHOUSE AR 千里眼」遠
程維護服務。前線工程師只要戴上AR
智能眼鏡，從後台系統把實時訊息、故
障排除記錄等數據，串流傳送予前線工
程師及系統維護人員，使他們毋須以流
動電話或手提電腦聯絡後勤支援人員，
令到生產力提高50%，中信國際電訊
CPC行政總裁李炳智昨表示，已有8至
10名客戶使用此AR解決方案。

提供實時影像 可遠程監控
李炳智進一步解釋，前線工程師往往

需要在複雜技術環境中，處理系統安裝
和維護問題，在工作流程上經常需要與
後台人員聯絡，為了節省打電話或翻閱
操作手冊等時間，AR千里眼服務為前

線工程師提供平視顯示系統，可在系統
安裝、維護或排除故障時看到實時遠程
影像，加快工作進程。
此外，疫情下身在海外的工程人員未

能親身到客戶所在地，李炳智稱疫情加
速了AR千里眼服務的應用，千里眼服
務可供客戶用作遠程監控及協作，客戶
不僅可身處辦事處或其他地點透過 AR
控制台即時查看數據中心設備的實況，
亦能即時向前線工程師發出指引，在毋
須置身數據中心的情況下，亦可解決其
設備問題。他又稱，利用此AR千里眼
服務可以節省工程師出差時間、成本，
或遇上緊急情況需要維護時，做到及時
處理效果。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周憲本

表示，是次的科研成果更為香港企業帶
來全新智能的行業應用及現場和前線服
務的管理方案，目前已應用到中信國際
電訊CPC的數據中心的場景上，他期望
未來可開拓更多應用場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證監會昨
日正式開設面書(Facebook)賬號，提醒公眾
注意有愈來愈多的騙徒，利用社交媒體平
台詐騙投資者。證監會在最新的《執法通
訊》指，現正調查的操縱市場個案中，有
約佔20%涉及投資者在社交平台上墮入
「唱高散貨」的騙局。

藉有內幕消息貼士 唱高散貨
《執法通訊》講述這些網上投資騙局的
運作方式，以及避免墮入圈套的方法。有
騙徒會以「俊男美女」為頭像，在社交平
台的群組內推介股份，這些騙局通常都以
「唱高散貨」的手法獲利，例如騙徒利用
不同方法，將某上市公司的股價人為地推
高，然後以高價將股票拋售予其他投資
者。這些騙局通常分三個階段進行：挾倉
並推高股價、出貨及拋售。
當投資者在網上收到「內幕消息」或投
資貼士時，應保持警惕，特別是有陌生人

透過社交媒體推介某些股價或流通量較低
的股份時，便要格外留神。證監會行政總
裁歐達禮指出，打擊網絡平台上的有組織
投資欺詐行為，是證監會的重點工作。為
免墮入騙局，公眾若透過社交媒體收到主
動提出的投資建議或貼士，必須提高警
覺。
另外，在某些個案中，也有騙徒利用面

書、微信、WhatsApp、Telegram、Tinder
等社交平台，冒認一些知名的投資顧問及
受歡迎的市場評論員，以誘使受害人上
當。該專頁推出僅1小時，已有近百名用戶
對此讚好。

被冒充薦股 郭思治籲防受騙
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便是其中

一位被冒充的股評人，他稱這類股份推
介，通常是集團式經營。中介人初期推介
通常都有利可圖，以獲取投資者的信任，
之後再幫助莊家「散貨」。

郭思治提醒股民，若平台要求股民發出
「截圖」，以交代自己的買賣記錄，應該
都是騙案，股民應該先向分析員所屬的券
商求證。他強調，他個人在社交平台上是
沒有投資群組，他所發表的股評，都是
「有聲音、有畫面」，大家可留意他的節
目，而不要被這些騙徒欺騙。他曾經就此
事報警，但警方表示他本身並無實際損
失，所以只能從民事向騙徒索償。

中信國際電訊夥應科院
推AR遠程維護服務

■ 李炳智(左
二)稱，疫情
加速了AR千
里眼服務的
應用。左三
為周憲本。

殷考玲 攝

事緣恒大於2016年，欲借殼深圳房地產公
司，分拆恒大地產回A股上市，惟遲遲未

完成重組。深深房本周公告稱，由於重大資產重
組涉及深圳市國有企業改革，交易結構較為複
雜，屬於重大無先例事項，重組方案還需進一步
溝通與論證。近日網上流傳一份「恒大懇請支持
重大資產重組項目的情況報告」，指恒大希望廣
東省政府支持有關的資產重組，一旦重組未能完
成，或引發一系列的系統性風險。

傳有息負債達8355億人幣
相關報告聲稱，截至今年6月底止，恒大的有

息負債達8,355億元人民幣，涉及數百家金融機
構。恒大須於2021年1月31日前，償還戰略投資
者1,300億元人民幣，以及支付137億元分紅。
報告又謂，如果有關重組未能如期完成，

1,300億元人民幣的權益，將會變為負債，令恒
大的資產負債率大幅攀升至90%以上，可能導
致恒大地產現金流斷裂。報告並稱，若恒大地產
現金流斷裂，將引發恒大集團在金融機構及債券
市場的交叉違約，而且還將直接影響上下游企業
的正常經營，嚴重影響就業和社會穩定。

傳倘回A失敗或資金鏈斷裂
該消息昨令恒大的股價及債券大幅波動。股

價昨日大跌5.6%，收報15.22元，創逾4個月新

低。恒大境內外債券昨日午後大幅下跌，截至昨
日18:06，中國恒大2021年5月到期、票息8.9%
的美元債每1美元買價下跌逾8美分至90.3美分
附近，創半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多隻2021年和
2022年到期的美元債收益率也大幅攀升至20%
附近；恒大地產集團境內公司債「19恒大01」
價格也跌至上市以來收盤價新低。
恒大昨晚在港交所發出嚴正聲明，指「近日，網
上流傳有關恒大地產重組情況的謠言，相關文件和
截圖憑空捏造、純屬誹謗，對我公司造成嚴重的商
譽損害。我公司強烈譴責，已向公安機關報案，堅
決用法律武器維護公司合法權益。」

恒大此前已進行三輪增資
恒大地產此前進行了三輪增資，據恒大在港

交所披露，增資協議約定，如果恒大地產重組未
能在2021年1月31日之前完成，第三輪600億
元的投資者將有權向恒大方面要求以原有投資成
本回購股權。彭博上周報道稱，蘇寧表示如果明
年1月份恒大地產不能如期在境內重組上市，蘇
寧將要求拿回200億元人民幣戰投資金。

港股失守23500 科指挫3.4%
港股方面，市場憂慮經濟前景，加上本港銀

行可能面臨政治風險，銀行股大跌。恒指最多曾
挫517點，全日收報23,311點，仍挫431點，成

交額增至1,171.66億元。恒生
科指報7,054點，大挫3.4%，
30隻成份股除心動(2400)及易
鑫(2858)外全線下挫。
事緣花旗日前警告本港銀行

在未來數周，將面對政治風
險，惠譽亦估計美國將會制作
一份制裁名單，未來1年或開
始實施制裁，料銀行業將受到
衝擊。消息打擊投資氣氛，滙
控(0005)繼續下沉，全日跌
0.5%報28.6元，今年來，滙
控已累挫53%，以市值計，已
蒸發6,673億元。

惠譽料滙控渣打被美制裁風險增

證監開FB 提醒防社交媒體投資騙局

人行港發百億人幣央票中標利率2.68厘

■ 歐達禮
稱，打擊網
絡平台上的
有組織投資
欺詐行為，
是證監會的
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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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譽報惠譽報
告料美對外告料美對外
國金融機構國金融機構
制裁清單或制裁清單或
將在年底前將在年底前
出爐出爐，，點名點名
滙控及渣打滙控及渣打
可能受到較可能受到較
大影響大影響。。

■■ 恒指昨一度瀉恒指昨一度瀉517517點點，，成交成交
額增至額增至11,,171171..6666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 恒大昨晚發聲明恒大昨晚發聲明

指指，，網上流傳的報告網上流傳的報告

並非事實並非事實，，表示強烈表示強烈

譴責並已報案譴責並已報案，，以法以法

律維護其合法權益律維護其合法權益。。

圖為主席許家印圖為主席許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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