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金融再引北水 債券南向通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競文）繼跨境理財

通本周初公布細則後，內地機構投資者等候
多時的債券通南向通緊接出爐，並將搶閘在
24日正式「通車」，實現債券雙邊開放的互
聯互通。內地機構投資者最快下周五可透過
債券南向通投資香港債市，而有別於2017年
開通的北向通，南向通設有額度限制，跨境
資金淨流出額每年不超過5,000億元人民幣，
每日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香港金管局認
為有關額度合理，中國人民銀行則指會按跨
境資金流動形勢調整額度。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15日表示，隨着內

地經濟穩步發展和金融市場不斷開放，內地
金融機構對配置境外資產的需求日趨殷切，
債券南向通旨在為內地機構投資者提供便

捷、高效及安全渠道，以透過香港債券市場
靈活配置境外債券資產，料將為國際金融機
構提供誘因在香港投放更多資源，在債券承
銷、交易、託管等各個環節服務南向通投資
者，並有助吸引更多內地和海外機構赴港發
債，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發展，進一步鞏固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人行：先開通現券交易
人行15日公布開展債券南向通的通知，通

知列明債券南向通是指境內投資者經由內地
與香港相關基礎服務機構，在債券交易、託
管、結算等方面互聯互通的機制安排，投資
香港債券市場交易流通的債券。符合人行要
求的境內投資者可通過南向通開展債券投

資，標的債券為境外發行並在香港債券市場
交易流通的所有券種，起步階段先開通現券
交易。

離場資金要匯回境內
在合資格投資者範圍方面，首階段包括41

間人行認可的部分內地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
易商，及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與人
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金管
局表示待南向通落地實施及運作順暢後，將
循序漸進擴大合資格投資者範圍。至於交易
對手方暫定為金管局指定的南向通做市商，
待南向通運作順暢後，將逐步加入更多做市
商。
目前南向通年度總額度為5,000億元等值

人民幣，每日額度為200億元等值人民幣。
值得一提的是，文件列明境內投資者可使
用人民幣或外匯參與南向通，相關資金只
可用於債券投資，不得通過南向通非法套
匯，而投資的債券到期或賣出後，若境內
投資者不再繼續投資，相關資金應匯回境
內，並兌換回人民幣。
對於債券北向通不設額度限制，但南向通

則設有額度限制，金管局副總裁劉應彬表
示，雙邊情況有別，由於南向通涉及內地資
金流出，在風險可控原則下，設限是穩妥的
做法，雖然現時難以估計有多少資金或投資
者參與，但金管局與人行未來會按運行情況
及市場需求調整，又形容有關額度已經相當
寬鬆及合理。問到會否預期比北向通反應更

熱切，及南向開通初期會否「爆額」等，他
回應指出現有額度水平並非目標，又指北向
通和南向通性質不同，難以直接比較。

設兩條途徑進行投資
南向通將為合資格投資者提供一條嶄新且

便捷的投資路徑，劉應彬指南向通設有兩條
途徑進行投資，其中一項是透過與香港金管
局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連
接，不過由於系統建設需時，故新開通的
金融基礎設施連接模式在初期只會涵蓋
人民幣及港元債券，未來逐步擴展至
其他幣種。至於另一途徑為託管
銀行連接路徑，可投資任
何幣種債券。

傳恒大停付到期銀行貸款利息
標普：流動性或近枯竭 下調評級至「CC」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政府部門告知恒大集團的主要債權

銀行，恒大將暫停支付下周到期貸款的利息，或意味着其距離債

務重組的方向更近一步。另外，恒大集團多隻債券15日繼續大

跌，同時繼惠譽之後，另一評級機構標普將恒大及其子公司的評

級下調至「CC」，指其流動性似乎已枯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今年的一系列嚴厲樓市調控重拳效力續顯，
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最新發布的70個大中
城市房價數據顯示，8月樓市全面降溫，新

房價格漲幅繼續縮小，二手房價格整體止漲
轉跌，34個城市房價二手房下跌，其中深圳
已連降四個月。
數據顯示，8月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

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從7月的51個減
少到46個，持平4個，下跌20個；二手房價
環比上漲的城市從7月的41個大幅減少至27
個，下跌的城市有34個，為2019年10月以
來最多。房價漲幅亦明顯收窄，當月新房環
比漲幅居前的城市為深圳、青島、重慶、烏
魯木齊，深圳漲幅最高，為1%，二手房環
比最高漲幅為海口，上漲0.8%，深圳則連跌
四個月，8月下降0.4%。

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首席統計師繩國慶
指出，8月份，各地全面落實房地產長效機
制，持續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70個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同比漲幅總體延
續回落態勢。「銷售端下行並持續向價格端
傳遞，8月二手房房價整體止漲轉跌，新房
房價漲幅繼續縮小，8月市場全面降溫。」
貝殼研究院首席市場分析師許小樂預計，年
底前市場仍有向下調整的壓力。

二手樓市景氣度見兩年低位
許小樂稱，當前市場預期持續減弱，8月

二手房市場景氣度降至23，創下2019年以

來最低水平，接近市場轉冷的警戒線。新房
市場帶看活躍度持續下降，需求端保持觀
望，市場成交量價保持向下調整。他分析，
市場降溫主要由於調控持續加碼，信貸環境
收緊，房貸加息、放款慢甚至銀行不接單等
城市增多，此外市場下行期，購房者觀望情
緒加重，入市更謹慎。
國家統計局同時公布，房地產投資持續降

溫，今年前8個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速
降至 10.9%，新開工面積跌幅則擴大至
3.2%，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增速分別降
至15.9%和22.8%，市場估算8月商品房銷售
面積同比下滑15.6%。

上月70城房價近半跌 深圳四連降

A股石油板塊發力
中石油逆市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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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
報道） 此前延期的上海第二批集中供
地於近日重新啟幕，並新增了一個
「隨機值」的概念：在書面報價階
段，如果出現競買人報價相同的，將
自動產生一個隨機值，這個隨機值將
納入到平均價的計算過程中。易居研
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稱，增
加隨機值目的在於公平性，意義在於
約束房企拿地，促進土地交易市場的
穩定。
「隨機值」具體規則是，競價進入

一次書面報價階段，一旦有競買人報
價相同（無論該報價最終是否有
效），將觸發系統新增一個大於中止
價且不大於一次書面最高報價的任一
萬位整數「隨機值」。平均價為一次
書面報價結束後所有有效報價的算術
平均值，未報價、無效報價和修正報
價不納入平均價計算。
嚴躍進表示，以過去的規則，各競

買人通過書面報價，最接近平均值的
獲得土地。但類似政策有一些瑕疵，
比如說，部分房企揣摩了這個平均值
的大小，使得最先提交接近平均值的
房企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土地。而現在
增加了平均值，類似「揣摩」的做法
就沒意義，拿地有一定的隨機性，反
過來增加了書面報價過程中拿地的公
平性。此外，上海今次集中出讓的商
品宅地，一次書面報價最高不超過起
始價的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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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中國國家住
建部本周與部分商業銀行召開會

議，告知它們恒大將不會支付9月20日
到期的貸款利息。9月20日通常為貸款半
年度或季度結息日。住建部告訴銀行人
士，恒大的大部分營運資金現在用於恢
復現有項目的建設，下周還將不能兌付
至少一筆貸款的本金。知情人士稱，恒
大仍在與銀行討論貸款展期等事宜。另
外，恒大還有約8,40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
於9月23日到期。
報道指，不能按時支付銀行貸款利

息，進一步體現了這家開發商所面臨的
流動性壓力正日趨嚴重。法國外貿銀行
預期，恒大可能被迫以折價出售資產，
但鑒於公司規模龐大，尋找「白武士」
也會是一項挑戰。

交易及應付款增至9511億
14日有消息稱，政府部門據悉擬安排

聯合工作組進駐恒大，摸底財務狀況，
為潛在的重組作相應準備。雖然監管層
並未表明是否會允許恒大的債權人遭受
重大損失，但債券價格崩跌顯示持有人
認為獲得救助的可能性很小。
恒大的債券15日續跌，其中「20恒大

02」 跌逾 21.4% ，「19 恒 大 02」 跌
24.8%，「20恒大01」跌16.7%，「15恒
大03」跌9.7%。恒大發行的部分美元債
券價格也下跌。恒大股份收低5.4%，報

2.81港元。
彭博根據恒大財報計算，截至6月30

日，其債務縮減至5,718億元人民幣，為
5年來最低。但是交易和其他應付款比六
個月前增長15%，至創紀錄的9,511億元
人民幣。恒大14日表示，如果公司未能
履行擔保或其他到期債務的義務，且無
法與投資人或債權人達成延期還款或其
他替代方案，可能導致現有融資安排下
的交叉違約，並可能導致相關債權人要
求債務加速到期。
穆迪和惠譽均下調了中國恒大的評

級，理由是違約可能性上升。標普15日
也表示，將恒大集團及其子公司長期評
級從「CCC」，前景為負面下調至
「CC」，展望仍為負面。標普指出，恒
大集團的流動性和融資渠道正在嚴重萎
縮，這表現在銷售額大幅下滑、現金餘
額下降、以及持續使用實體房產結算等
方面。認為恒大的流動性似乎已枯竭，
可能無法及時償還債務，這將導致違約
出現，包括可能出現債務重組。

國統局：市場會保持穩定發展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

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及有關恒大
集團問題時表示，大型房地產企業出現
困難，對行業的發展影響需要觀察；隨
中國房地產調控推進抑制不合理需求，
釋放合理需求，市場會保持穩定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國
際油價走升燃爆A股石油板塊，中國石油A 15日
收盤拉升近5%，年內股價已飆逾40%。周期板
塊企穩，但由於釀酒、醫療等白馬板塊仍大幅殺
跌，滬深三大指數均收於綠盤，滬綜指收報
3,656點，跌6點或0.17%；深成指報14,536點，
跌89點或0.61%；創業板指報3,200點，跌36點
或1.12%。兩市共成交13,546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淨流入21億元。
石油板塊以近4%的升幅領漲兩市，海油發

展、博邁科、洲際油氣、新潮能源漲停，上石化
漲8%，中石油拉升近5%，中石化亦升近2%。
今年以來中石油似「鐵樹開花」，年初至今漲幅
超40%，9月上半月已漲超20%。

逾萬億成交持續逾40交易日
7月下旬以來，A股成交額已經連續40多個交

易日超過1萬億元，其間更是創下單日1.7萬億元
的年內新高。央視財經報道指，不少投資者認為
連續超萬億成交量與「量化交易」密切相關。量
化交易指利用數學模型摸索股價漲跌的規律，以
趨勢投資為主，基本面分析為輔。
報道指，目前中國的量化投資增長迅猛，量化

私募總規模已超過1萬億關口，百億量化私募約
20家，部分量化私募規模超500億。中證監主席
易會滿近期表示，量化交易和高頻交易在增強市
場流動性、提升定價效率的同時，也容易引發交
易趨同、波動加劇，有違市場公平，量化交易避
免交易趨同才能降低副作用。澳門諮詢修改博彩法 憂失賭牌金沙暴瀉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澳門博彩經
營承批合同將於明年6月到期，澳門政府14
日起就修改博彩法律制度進行為期45天的公
開諮詢。由於建議涉及控制賭牌數量及加強
對派股息等監管，市場擔心或有公司不獲續
牌，濠賭股15日全數急挫，以「副牌」經營
的美資金沙中國急挫32.51%最慘。分析員建
議投資者在事件明朗化前，宜小心避險。
澳門本次的諮詢共有9項重點，分別是批

給數量、批給期限、承批公司的監管要求、
僱員保障、承批公司及合作人審查機制、推
動非博彩元素、引入政府代表、社會責任以
及明確承批公司刑事責任及行政處罰制度。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15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澳門政府建議加強
監管博彩業，包括建議禁止賭場「副牌」，
令市場擔心明年部分賭場能否順利續牌，而
金沙、永利與美高梅等擁有外資背景的賭場
更是高危，因此它們沽壓較大。

官員任董事 派股息需批准
另外，澳門政府又建議委派政府代表擔任

博彩企業董事，連派股息都要政府批准，令
部分投資者擔心這些偏離市場化的政策，可
能會打擊投資者的回報，因此投資者先行沽
貨離場避險。
郭思治坦言，雖然經過15日大跌後，濠賭

股可能出現技術性反彈，但在前景不明朗的

情況下，將會是反覆向下的格局，建議投資
者應小心管控風險。

銀娛插20% 藍籌第二差
另一邊廂，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15

日則表示，澳門政府建議加強監管博彩業，
對濠賭股打擊可能非常大，因為不少賭場明
年需要續牌，「如果續不到牌，就沒（賭
場）生意做」。
他認為現時情況尚未明朗，市場觀望澳門

政府會否就此事進一步公布更多詳情，或者
有更清晰的指引。如果澳門政府令市場失
望，濠賭股將難有良好表現。
15日除金沙中國大瀉32.51%，收報16.84

元（港元，下同）外，永利澳門收報6.4
元，大跌28.97%；美高梅中國收報5.76元跌
26.81%；澳博收報5.35元跌24.01%；新濠
國際發展收報9.17元跌20.12%；銀河娛樂收
報39.15元跌20.02%，是表現第二差的藍籌
股。
面對內地持續加強對企業的監管，以及澳

門加強賭業監管，拖累大市氣氛，恒指15日
全日表現疲軟，最多曾經跌511點，一度失
守二萬五大關，低見24,990點，收報25,033
點，跌 469點或 1.84%。至於大市成交逾
1,570億元。國指15日則收報8,936點，跌
145 點或 1.6%。恒生科技指數收報 6,298
點，跌204點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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