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澳元：將暫時上落於71.00至73.00美仙之間。
金價：將反覆上試1,930美元水平。

歐元橫行整固 短線仍見上破傾向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表現稍告走穩，風險偏高貨幣的買需轉淡，投
資人對於新冠病毒病例數持續升高、疫苗試驗暫停、
以及美國財政刺激協商陷入新僵局等議題保持警戒。
投資人冒險意願降溫，美元指數周二創下三周來最大
單日漲幅，至周三高位觸及93.67。隨着歐洲新冠病例
激增，導致再次實施限制舉措，投資者正在下調對歐

洲經濟增長
的評估。歐
盟領導人周
四、周五在
布魯塞爾舉
行會議討論
英國脫歐問
題。據路透
見到的峰會
決議草案，
歐盟領導人
將表示，與
英國談判的
進展不足以

達成新的貿易協議。
歐元兌美元走勢，圖表可見，MACD 剛正上破訊號

線，10 天平均線接近上破25 天平均線形成中短期黃
金交叉的技術利好訊號，可望歐元兌美元仍有蓄勢待
變再作上揚的傾向。在過去一周多時間，歐元基本橫
行持穩於1.17 水平上方，即使回溯至自八月以來，匯
價亦是守在1.16水平上方，換言之，在這幾個月的走
勢整理後，歐元只要未失守上述支撐區域，仍可待重
新迎來升勢，上望目標先為此前三個交易未能突破的
1.1830，進一步看至1.20 關口以至1.2130水平。反
之，若1.16 水平在後市意外出現失守，則要慎防歐元
將要為年內升幅作進一步調整。
以自4 月24 日低位1.0725 起始累計漲幅計算，

38.2%的回調水平看至1.1520，進一步擴展幅度至
50%及61.8%將分別看至1.1370 及1.1220 水平。

美元兌日圓自超賣區回升
美元兌日圓走勢，技術圖表見RSI 及隨機指數正自

超賣區域回升，匯價亦見守在上升趨向線之上，仍可
望美元兌日圓有重新走高的傾向。向上延伸目標位估
計在100 天平均線106.45 以至107 水平，在8 月份曾
多日於107 關口止住升幅，預計較大阻力將指向
107.80 水平。至於下方支持料在105 關口及9 月低位
103.99；較大支持將會指向103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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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METROPOLITAIN

現特通告：JAMON, GRACE BELTRAN
其地址為香港西營盤第二街107-117號永
豐樓7樓C座，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西 營 盤 高 街 46 號 楊 華 閣 地 下 C 舖
METROPOLIT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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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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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銀亞洲夥銀聯推ICBC Pay

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升穿3000億

另外，恒大昨在港交所發表公告，計劃
以先舊後新方式最多配售2.61億股，

佔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1.96%，配售價約
16.5 元，較周一收市價 19.34 元折讓
14.68%，集資約43億元。

分析師：減債尚需出售資產
除了配股以外，恒大旗下恒大地產昨在
深交所公布境內發行債券定價，發行不超
過21億元人民幣公司債。據了解，恒大於
本周五有逾百億元人民幣債券到期。對於
本月即將到期的債券，南京證券固定收益
分析師楊浩認為，相信公司當前是有實力
償還逾100億元人民幣的債券的。但長期

看，公司若希望實現負債降壓，尚需出售
資產騰挪空間。

中誠信予恒大人債AAA級評級
中誠信國際對恒大地產及本期債券的評

級為AAA，展望穩定。不過，其周一晚間
發布的公告中提到，將對公司與剩餘282億
元戰略投資者商談進展、公司重組上市進
展、近期部分市場輿情報道以及監管部門
對房地產企業融資監管政策的最新變化等
因素對公司經營及融資渠道造成的影響保
持關注。
Bloomberg Intelligence分析師Daniel Fan

認為，本次境內發行債券，至少對恒大的

在岸融資來說是好事，但恒大要重新獲得
離岸發債融資的難度還是很大。
另外，標普在9月下旬將恒大的評級展望

下調為負面，確認長期評級B+。
恒大地產借殼深深房回A股上市遲遲未完

成，若明年1月底前未能完成重組，其債權
人可以要求進行回購。早前恒大曾發公告
表示，持有恒大地產1,300億元（人民幣，
下同）股份權益的投資者中，863億元的戰
略投資者將不會要求進行回購；剩餘戰投
中恒大已與155億元戰投商談完畢，目前正
在處理，而有282億元戰投則正在商談中。
受配股消息拖累，恒大股價昨日大挫3.28

港元或16.96%，收報16.06港元。

恒大與最大戰投商債轉股
山東高速傾向取回263億元投資

恒大 （3333）的財務風波仍未平息，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指，恒大最大的戰略投

資者山東高速，傾向要求恒大到期償還

34億美元（折合約263.5億港元）。消息

指，恒大正與山東高速談判，仍未有最終

決定。恒大回應指，正努力與山東高速磋

商將投資轉至普通股，料短期內將有結

果。消息指，恒大的建議包括償還部分的

資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香港文匯報訊 工銀亞洲昨宣布，聯同
銀聯國際正式推出支持銀聯二維碼移動
支付功能 ICBC Pay，藉此全面推動無卡
支付服務，支援本地及跨境移動支付服
務。
客戶只需於工銀亞洲手機銀行應用程式

內開通ICBC Pay，即可在港澳地區超過5.5
萬間支持銀聯二維碼的商戶付款。
工銀亞洲信用卡中心總經理王冰玲表

示，「無卡消費」逐漸成為市場的新趨勢
和形態，亦為未來消費交易市場創造了利
好的環境與條件。她指，此次推出ICBC

Pay，配合銀聯二維碼跨境支付功能，進一
步將金融科技應用到日常生活，並將支付
科技與生活作更緊密的結合，讓客戶真正
享受到金融科技為生活帶來的便利，亦為工
銀亞洲於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的另一最新舉
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有望
成為史上最大IPO的螞蟻集團，傳正
受查令上市進程添變卦，但無礙市場
預留資金應戰，靜候螞蟻招股，資金
持續流入港元體系下，港匯昨再觸發
7.75強方兌換保證，促使金管局入市承
接5.94億美元沽盤，向市場注入46.04
億港元，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今日
（15日）料將升穿3,000億港元，至高
見3,045.67億港元。

為逾4年以來高位
新股熱潮加上中概股回流加快下，

剌激港元需求，自今年4月以來，港匯
已多次觸發7.75強方兌換保證，促使
金管局65度入市承接美元沽盤，連同
昨入市行動，期內累計大約有2,300億
港元資金流入港元體系，令本港銀行
體系總結餘由4月時，最低位只有約
700多億港元水平，累漲至升穿3,000
億港元關口，是自2016年7月以來高
位。
不過，港元拆息昨則見個別發展，

其中隔夜息微升至0.09625厘，與供樓

按息相關的港元拆息則回落至0.39661
厘，3個月拆息則微升至0.55厘。長息
方面，半年期拆息報0.69804厘，1年
期拆息報0.88887厘。而截至昨晚7時
半，港匯報7.75。

熱錢靜候螞蟻招股
全城靜候的螞蟻集團招股，原本傳

最快今個月上市，不過有消息指，傳
中證監正調查其上市是否涉及潛在利
益衝突，或與支付寶早前獨家分銷中
國5間基金公司的螞蟻集團IPO戰略配
售基金有關，令螞蟻上市時間或有所
推遲。
不過，螞蟻集團發言人事後澄清

指，螞蟻的上市流程正在兩地有序推
進，沒有預設的時間表，任何關於時
間表的猜測都沒有事實依據。
而在螞蟻隨時押後招股之際，由政

府發行的新 iBond將於下周五接受認
購，並於下月16日正式發行，有部分
券商早已準備就緒，事先為有意申請
客戶提早作預約登記，並且預留孖展
額供認購。

香港上月收辣稅急增逾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稅務
局最新公布，9月份樓市「三辣稅」所
涉稅款急升至20.19億元，較8月急增
94.7%，當中買家印花稅及新住宅印花
稅在宗數微升下，所涉款項同時急
升。
業內人士估計，原因在於美國領事

館上月以25.66億元沽出壽臣山壽山村
道豪宅後，由於項目以公司形式易
手，買家需付30%辣稅，直接推高辣
稅收入多7.7億元進賬。但由於重建項
目可獲豁免辣稅，預料該筆稅款或只
是暫時存放在庫房，發展商之後發展
項目時或會申請退稅。

美領館地皮辣稅料7.7億
9 月份涉及辣招稅的物業成交約

1,928宗，按月升36%。升幅主要來自
非住宅須支付之雙倍印花稅，9月錄得

1,659宗，按月升近42%，稅款錄約3.8
億元，按月多26%。業界認為主要因
金管局早前放寬非住宅按揭成數上
限，刺激非住宅物業交投。
稅款金額方面，9月份三辣稅所涉稅

款急升至20.19億元，較8月大升增
94.7%，創11個月新高，最主要升幅原
因來自買家印花稅（BSD）及住宅印花
稅（SSD）部份。
資料顯示，9月份反映外來買家及公

司客的買家印花稅（佔樓價15%），
錄得42宗繳稅個案，宗數按月保持不
變下，稅收卻竟然高達6.57億元，按
月大升1.83倍，相關稅收創11個月新
高。
而新住宅從價印花稅（佔樓價

15%）於上月錄得193宗，按月多18
宗，稅收亦達到9.62億元，按月勁升
近1倍，稅收同樣創11個月新高。

投資理財

澳元仍處橫行走勢
動向金匯

馮強

澳元上周五受制72.45美仙附
近阻力後連日偏軟，本周二在
71.50美仙水平獲得較大支持，
周三呈現反彈，一度重上71.80
美仙水平。
美國周二公布9月份消費者物

價指數按月上升 0.2%，較 8月
份的0.4%升幅放緩，按年則上
升1.4%，高於8月份的1.3%升
幅，而扣除食品及能源的9月份
核心指數按月攀升0.2%，低於8
月份的0.4%，按年則有1.7%，
與8月份相若，數據反映短期通
脹有放緩傾向，不過通脹的按
年升幅依然高企。
此外，歐元自上周尾段受制

1.1830美元阻力，本周早段連日
偏軟，周三曾走低至 1.1720 美
元水平逾1周低位，帶動美元指
數一度向上觸及93.67水平，澳

元失守72美仙水平。

澳央行有進一步轉鴿傾向
另一方面，澳洲統計局本月

初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份約有
20.6萬個職位空缺，較5月份增
加59.4%，而澳洲的新增職位已
於6月份至8月份的3個月之間
回復正增長，同時8月份失業率
下跌至6.8%，較7月份的7.5%
迅速回落，顯示就業市場在第3
季的表現將較第2季改善，預期
澳洲央行將在下月6日公布的貨
幣政策報告中下調對失業率的
評估。

此外，澳洲8月份零售銷售按
月下跌4%，為4個月以來首次
下跌，反映內需有放緩風險之
際，澳洲央行本月6日會議的政
策立場已有進一步轉鴿傾向，
抑制澳元的反彈幅度。預料澳
元將暫時上落於 71.00 至 73.00
美仙之間。
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933美

元阻力後連日偏軟，周三在
1,882美元尋得較大支持掉頭反
彈，一度重上1,905美元水平。
雖然歐元本周早段偏軟，引致

美元指數回升，不過歐元周三在
1.1720 美元水平尋獲支持後反
彈，美元指數掉頭下跌至93.30
水平，回吐周二近半升幅，對金
價構成支持，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上試1,930美元水平。

■傳恒大最大的戰略投資者山東高速，傾向要求恒大到期償還34億美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