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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863億元戰投不進行回購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銀行家對下季宏觀經濟續看升

近日陷入財務困境的中國恒大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經濟活動逐漸回復正常，銀行家
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在加強。人民銀行昨公布的三季度銀
行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為25.6%，比
上季上升12.6個百分點；對下季度的宏觀經濟熱度預期指
數為34.9%，高於本季9.3個百分點。同時，47.5%的銀
行家認為當前宏觀經濟「正常」，比上季增加23.2個百分
點；認為「偏冷」的銀行家有50.6%，比上季減少24.3個
百分點。貨幣政策感受指數為66.0%，比上季降低8.6個
百分點，其中，有 35.0%的銀行家認為貨幣政策「寬
鬆」，比上季減少15.8個百分點；62.0%認為「適度」，
比上季增加14.3個百分點。

（3333）昨宣布，有關持有恒大地產
總額 1,300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
戰略投資者的最新安排，公司昨日與
持有其中約三分之二的戰略投資者簽
訂補充協議，明確這批投資者不會要
求進行回購並繼續持有恒大地產權
益。公告稱，這批持有恒大地產 863
■ 王丹認為，
「三條紅線」不
會直接切斷房企
資金鏈。

億元的戰略投資者並同意，其在恒大
地產的股權比例保持不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息公布後，恒大美元債大漲，彭博引述報
消價顯示，恒大
2025 年到期的美元債攀升

6.4 美分，至 80.4 美分；2022 年到期的債券攀升
5.7 美分，至 85.8 美分。恒大並表示，公司已與
持有恒大地產總額 155 億元的戰略投資者商談完
畢，該等戰略投資正辦理審批手續；至於持有剩
餘總額 282 億元的戰略投資者，目前亦正與他們
進行商談。

短期壓力紓緩 恒大債券反彈
恒大於 2016 年底至 2017 年 11 月先後為恒大地
產引入三批戰略投資者，合共 1,300 億元，佔增
資後的恒大地產 36.54%股份，投資期限為 2021
年1月31日前。中國恒大回A目前仍未見靴子落
下的痕跡，令人關注公司一旦要在限期前償還本
金及利息的話，資金鏈將出現問題。
日前一頁截圖和隨後出現的一封函件引發了
金融市場一起「股債雙殺」慘劇。中國恒大系公
司上周五股債齊遭血洗，恒大系股價周一大幅回
升後，昨日小幅震盪，其中，中國恒大收跌

0.72%，報 16.5 港元；恒大汽車（0708）收報
19.38 港元，跌 4.3%；恒騰網絡收報 0.29 港元，
升 3.57%。持有中國恒大股債的華置（0127）收
報3.9港元，跌5.11%。
早前人民銀行與住建部等為內房企融資設立
「三條紅線」，星展香港研究部報告指，中國恒
大、融創中國（1918）、富力地產（2777）及
綠景中國（0095）的負債狀況將觸「三條紅
線」亮「紅燈」。

星展：恒大料可改善流動性
針對部分亮「紅燈」的房企，星展香港研究
部中國房地產業分析主管王丹於電話會議中相
信，這類企業的步伐會更加謹慎。談及近期市傳
恒大資金鏈斷裂問題，她推算指，恒大須實現全
年 7,000 億元人民幣的合約銷售，完成 90%的現
金回籠，短期債再融資，且減慢賣地速度，即能
改善流動性，維持資產負債表平穩健康。加上汽
車業務的融資，以及分拆旗下金碧物業上市，及
戰略投資者表明將繼續持股，相信以恒大目前的

人行調查：出口訂單指數按季升

至於對企業家的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
指數為27.7%，比上季提高8.4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
4.7 個百分點。其中，45.6%企業家認為宏觀經濟「偏
冷」，53.4%認為「正常」，1.0%認為「偏熱」。調查
顯示，出口訂單指數為43.6%，比上季提高11.6個百分
點，比去年同期低0.9個百分點。其中，19.7%的企業家
認為出口訂單比上季「增加」，47.8%認為「持平」，
32.5%認為「減少」。國內訂單指數為 53.0%，比上季
提高2.1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提高5.9個百分點。

水平，大概率在年內完成這一任務。

「三條紅線」
下 房企或加快銷售
王丹認為，「三條紅線」設置初衷是控制風
險而非製造風險，不會直接切斷房企資金鏈，料
未來出台的政策不會追求硬性執行指標，將給予
房企充分時間改善負債水平。在「三條紅線」之
下，估計短期內發展商不再會盲目搶地，轉而加
快銷售步伐和逐步降低土地儲備，且大部分房企
已完成再融資，債務違約風險降低，多管齊下將
很快改善負債和現金流水平。不過因降低了土地
儲備，料大多房企的長遠銷售增速將回落至
10%以內。
王丹又預料，9月樓市銷售額按年增15%，10月
可錄得15%至20%的增幅。受上半年疫情拖累，
全年銷售可按年正常微增約5%，全年房價亦按年
升5%以上，成交面積則按年持平。第四季內地樓
市仍具充足可售房源，成交量將支持銷售面積保
持平穩。樓價方面，她認為三線城市將繼續跑贏
大市，按地區劃分，則更看好長三角地區。

67.1%城鎮儲戶收入基本不變

央行同時發布的三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
示，本季收入感受指數為 49.3%，比上季上升 3.2 個百
分點。其中，15.8%的居民認為收入「增加」，比上季
上升 2 個百分點，67.1%認為收入「基本不變」，比上
季上升 2.6 個百分點；17.1%認為收入「減少」，比上
季下降 4.6 個百分點。調查並顯示，本季就業感受指數
為 39.7%，比上季上升 2.2 個百分點。其中，12.2%的
居民認為「形勢較好，就業容易」，48.3%認為「一
般」，39.5%認為「形勢嚴峻，就業難」或「看不
準」。對下季房價，25.1%居民預期「上漲」，51.2%
預期「基本不變」。

節日氣氛濃 A股收漲成交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長假進入倒計時，股市也添
節日氣氛，滬深兩市昨雙雙高開，
截 至 收 盤 ， 上 證 綜 指 漲 0.21% 報
3,224點，深證成指漲1.1%報12,900
點，創業板指漲 1.67%報 2,563 點。
節日臨近市場交投清淡，兩市成交
總額5,450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小幅淨流出 0.94 億元，已
是連續7個交易日淨流出。
科技股板塊領漲。軍工股全天強
勢，其中中船系、國防軍工板塊漲

逾 5%，通用航空、國產航母漲超
4%，航空發動機、軍民融合等板塊
亦有不同程度漲幅。中船應急、新
余國科、晨曦航空、江龍船艇漲
20% 。 半 導 體 概 念 股 同 樣 漲 勢 不
錯，光刻膠、中芯國際概念、集成
電路概念、半導體及元件板塊均發
力拉升。權重股表現欠佳，銀行板
塊跌幅居前，房地產板塊亦表現低
迷，中房股份跌 9.97%，ST 松江、
粵宏遠A等個股跌超3%。
國泰君安認為，外圍不利因素對

市場的衝擊逐步鈍化，隨着長假的
臨近，市場拋壓也逐漸減小。市場
如期回暖，節後將迎來資金回流，
從歷史統計來看，國慶節後上漲概
率超過八成。

節後上漲概率較高
巨豐投顧表示，市場中期向好趨
勢的邏輯並未發生改變，但雙節臨
近，市場成交萎縮，節前或難有較
大的變盤，但參考歷史經驗，國慶
節後通常上漲概率較高。

中證監：非金融公司債淨融資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表
示，今年以來非金融公司債券淨融
資同比大幅增長，前八個月實現淨
融資 1.47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去年同期增加 0.94 萬億元，完全有
希望提前完成年初國常會制定的公

申請新酒牌公告

司類信用債新增淨融資額較上年增
加1萬億元的目標。
中證監在參加中國央行組織的第
三場「金融支持保市場主體」系列
發布會上提供的文字材料並稱，非
金融公司債券融資成本出現顯著降

竹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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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現特通告：葉嘉正其地址為新界粉嶺
聯和墟和泰街55-69A號泰昌樓地下
B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粉嶺
聯和墟和泰街55-69A號泰昌樓地下
B舖竹月亭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
大樓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0 年 9 月 30 日

「現特通告: WEBSTER, Sean Leigh 其地
址為香港北角渣華道3-5號永光閣25字
樓C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北角
和富道74-82號仁寶閣地下5號舖雲廚坊
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
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現特通告: 馬志亷其地址為新界將軍澳
厚德邨裕明苑裕榮閣5樓2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九龍深水埗福榮街544-560號聯
邦廣場地下1,2,3號舖馬師傅菜館的新酒
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
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雲廚坊

馬師傅菜館

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低，今年前八個月公開發行的公司
債券加權平均利率 3.74%，較 2019
年全年的 4.4%下降 66 個基點。今
年 1-8 月交易所市場非金融公司債
券 發 行 2.14 萬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