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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季內跌市風險大增或波及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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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中石化

■製表：記者 周紹基

支付寶銀聯雲閃付互通互認

專家：投資者一動不如一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為了給用
戶帶來更多元、便捷的支付體驗，支付寶正
在與中國銀聯開展合作，阿里巴巴旗下螞蟻
集團的支付寶日前宣布，已向銀聯雲閃付開
放線上場景，首批覆蓋 85%淘寶商家，至於
在線下，支付寶與銀聯雲閃付在多個城市實
現收款碼掃碼互認，計劃明年 3 月覆蓋全國
所有城市。

支付寶指出，今年 8 月已完成接入銀聯雲
閃付的技術研發，並逐步開放線上支付場
景，第一步開放的交易場景是淘寶平台，目
前淘寶 85%商舖已支持消費者通過雲閃付付
款。安裝雲閃付 App 的用戶，在淘寶購物提
交訂單後，可以在支付寶收銀台直接選擇雲
閃付支付。
此外，支付寶與中國銀聯於去年開始基於
條碼互聯互通業務展開密切溝通和探索，並
在去年底完成試點驗證後逐步推廣。目前在
北京、天津、廣州、深圳、成都、重慶、西
安等全國多個城市已實現收款碼掃碼互認，
計劃明年3月份覆蓋全國所有城市。
另一方面，支付寶與銀聯共同推動完成了工
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等23家銀
行和機構的開放合作，支持雲閃付App及各銀
行、機構App掃描支付寶收款碼的支付功能。
事實上，支付寶與中國銀聯持開放、合作
共贏的理念，在公共繳費等民生服務、線上
支付和線下條碼互通等領域推動開放共享。
雙方將繼續探索引入商業銀行App、手機Pay
等支付方式，為用戶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
支付服務。未來，支付寶將圍繞用戶需求，
進一步優化用戶體驗，加快開放力度，開拓
更多支付合作場景，助力構建開放共享的數
字生態。

港股10
港股
10月及第四季風險因素
月及第四季風險因素
1. 中美或再爆發貿易衝突

香港首次發行巨災債券
規模 3000 萬美元

2. 美國通脹情況及「收水」時間表
3. 美債息上揚幅度
4. 美股可能出現最大調整
5. 內地及香港第四季消息市道表現

● 中美關係再現緊張情緒
中美關係再現緊張情緒，
，但
專家們都認為美國加徵關稅對美
國十分不利。
國十分不利
。
資料圖片
2020
美年國前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在
1 月 15 日簽署首階段貿易協

議，令兩國貿易戰暫時休兵，而協議
核心內容為中國同意在 2 年內，多購
買2,000億美元商品，但中國在截至今
年 8 月，僅達成約 62%的協議採購目
標，美國認為中國未達協議承諾，或
將考慮施加額外關稅。

美國加徵關稅勢推高通脹
不過，市場人士普遍認為，美國增
加關稅的空間有限，就算加稅，料也
只會涉及一些邊緣貨品。美股著名分
析員、券商 Miller Tabak 分析師 Matt
Maley 提 醒 ， 美 國 的 滯 脹 將 很 快 發
生，屆時美股將很快向下。他曾警
告，美股即將進入大幅調整期，不單
美股處於歷史高位，當地的「殼股」
也很猖狂，而投資者借錢入市的槓桿

6. 內地可能在季內「降準」

比率，亦升至高峰，加上通脹升溫，
但經濟復甦步伐及企業盈利追不上，
都令美股在第四季處於危險境地。

港股累跌不少 不排除回升
市場目前最關注美股的「收水」步
伐，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
美股目前位高勢危，而在美國開展
「收水」行動前，美債息將會上升，
美股也會出現壓力。他相信，美股在
第四季將出現很顯著的跌勢，或會拖
累港股。
但他強調，港股在第三季已有一定
的跌幅，等於比美股先跌下來，故此
美股一旦下跌，對港股的影響也會較
原先預計的少，他更認為，美股在季
內大跌後，反而會令港股出現止跌回
升的契機。
美股技術走勢顯示，道指已於 9 月

初跌穿今年初以來的上升軌，並且反
覆向下。摩根士丹利早前便下調了美
股評級至「減持」。隨着聯儲局準備
「收水」，美股將經歷一段「坎坷
期」。多間大行如高盛、花旗等亦警
告，美股在季內的跌市風險大增。也
有意見指出，標指 10 月恐怕會出現一
成的調整，並波及到港股。

同時港股各個板塊都有負面因素困
擾，分析師都建議股民，在 10 月「一
動不如一靜」。由於美債息上升，料
對美國科技股打擊最大，這亦會影響
香港科技股的表現，所以科技股在第
四季是最不宜沾手板塊。

美股潛在下跌空間達7%

德林證券董事總經理黃仲祺表示，
內地的監管政策陰霾猶在，科技板
塊暫仍不宜沾手，持貨者應候反彈
沽貨離場。他預期，科技股要到明
年上半年，始有望扭轉弱勢。另
外，恒大債務事件的影響料會持
續，壓抑金融股表現，而限電令會
衝擊內地經濟，市場亦會留意香港
的地產政策有否改變，大市短期內
難以估底，料 10 月恒指將於 23,500
至 25,200 點上落。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亦預
測，美股 10 月有約 7%的下跌空間，
外圍市場的波動風險正在加劇，相信
會拖累港股表現。此外，內地最新的
製造業 PMI 再次跌回收縮水平，加上
一些省份的限電政策，都會影響第四
季內地經濟增長，令股市在 10 月面臨
壓力。
美股第四季股市被市場普遍看淡，

專家籲忍手 勿沾手科技股

惠，由原價每平米 5.5 萬元降至 4.7 萬
元，89 平米 3 房減價 60 多萬，以 380
萬元便可以購買大3房。

● 趁着國慶長
假期，內房企紛
紛推新盤，深圳
部分樓盤國慶期
間更推出多種優
惠，因而吸引了
許多買家。
香港文匯報
深圳傳真

新樓均價仲低過二手
另外，光明區新盤金茂公園里，面
積 為 89-115 平 米 的 3 房 住 宅 附 精 裝
修，目前均價為 4.7-5.1 萬元，較周邊
二手樓低了兩三萬元。該區中山大學
附近一複式公寓，帶裝修紅本產權兩
房，原價 65 萬元，國慶期間推出特價
49萬一套，直降16萬，降幅近三成。
貝殼系地產中介夏秋告訴記者 ，龍
華鵬瑞·頤璟府，原單價 5.5-5.7 萬元/
平方米，折算多種優惠後降至 5.1-5.2
萬元左右，每平米較周邊二手住宅價
格低近兩萬元，附近有規劃中的地鐵
18號線和22號線。

9月有22住宅登場
根據深圳中原地產市場監測，9 月
深圳共計28個項目獲批，其中20個為
住宅項目，22 住宅項目入市，推售面
積 108.9 萬平米，環比上升 177.0%。
寶安、龍華、光明是供應主力，三區

供應面積佔比超六成，其中寶安區成
交居首，佔總成交的近三成。
網簽數據顯示，截至到 9 月 29 日，
萬科憑借萬科大都會、萬科都會四季
花園、深國際萬科和頌軒三項目，成
交金額達到 32.2 億元，成為開發商成
交金額排行榜冠軍，華潤、京基分別
位列二三位。
至於公寓，9月份有4個項目獲批，
合共 2,773 套、13 萬平米，套數環比
暴漲 448.0%，面積環比漲 657.6%。
當月全市公寓共成交 919 套，環比升
2.7%；成交面積為 5.2 萬平方米，環
比 微 跌 0.6% ； 公 寓 成 交 均 價 上 漲
16.7%至 67,005 元/平方米。福田和寶

安分別成交 1.55 和 1.12 萬平方米，為
9 月公寓成交主力。南山區成交均價
128,054元/平方米 ，環比升6.5%，保
持全市均價最高。

一手豪宅成交按月跌87.4%
當月深圳一手豪宅成交 284 套，環
比下滑 87.4%；成交面積為 3.90 萬平
方米，環比下滑 85.8%。成交均價為
105,776元/平方米，環比跌6.2%。
南山區成交面積佔比最大，為 2.11
萬平方米，佔全市成交的 54%。南山
區豪宅成交主要以華潤城潤璽一期、
半山臻境為主，成交均價 112,621 元/
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再產險發起的巨災債券日前在香
港成功發行，這是香港地區發行的首隻巨災債券，開創
了在港設立特殊目的保險公司進行巨災風險證券化的先
河。
該債券主要保障標的為內地颱風風險，金額 3,000 萬
美元。中再產險總經理張仁江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
中國颱風、強降雨災害最為嚴重的區域之一，做好巨災
風險的有效管理對於大灣區建設至關重要。此次巨災債
券首次在港成功發行，是保險業服務國家戰略、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具體舉措。
巨災保險主要保障因發生地震、颱風、洪水等自然災
害可能造成巨大財產損失和嚴重人員傷亡的風險，在應
對重大災害、保障國計民生、平滑財政收支、助力構建
韌性社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業界認為，中再產險發行
巨災債券，有助於拓寬中國巨災風險分散渠道，豐富保
險行業管理巨災風險的手段，標誌着中國保險業在專業
技術、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等方面有了顯著提高，將很
大程度上推動中國巨災保險制度建設。

財政部在港擬再發美元國債
此外，財政部將於 10 月 19 日在港發行 40 億美元國
債，期限分別為 3 年期、5 年期、10 年期及 30 年期。香
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歡迎財政部再次在香港發行美元國
債，認為充分體現中央政府支持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以及香港發揮國際資金進入內地的獨特橋
樑作用，有助推動香港債市長足發展。

專家：深圳樓市整體依然低迷

金九失色深圳樓盤國慶減價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受多種因素影響，深圳 9 月樓
市成交低迷，「金九」成色不足。美
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總監何倩茹表
示，據該行統計，9月深圳一手新房成
交 3,343 套，環比大跌 43.2%，同比下
跌31.496；二手成交1,765套，環比下
跌了 10.8%，同比大跌 80%。趁着國
慶長假期，內房企紛紛推新盤，並推
出多種優惠，龍華一個新盤直降8,000
元（人民幣，下同）一平方米，總價
優惠 60 多萬；有開發商以豪裝和特價
房來吸引人，動輒降價二三十萬元。
記者從深圳多家地產中介渠道獲
悉，寶安京基智農山海御園、萬科都
會四季花園、滿京華雲著雅庭、盛薈
城、錦順名居和山水華庭等約 60 個樓
盤國慶期間紛紛開盤。
因恒大債務危機衝擊內地房地產市
場，令開發商資金鏈更加緊張，一些
開發商為去貨大幅降價。Q 房網地產
業務員宋斌表示，由深圳市英泰實業
有限公司開發的龍華盛薈城，共計有
360 套住宅，戶型為 71-89 平方米的 2
房和 3 房，國慶假期推出大幅度優

覆蓋85%淘寶商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
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整個9月份深
圳新盤整體開盤去化平均超五成，與去年平均去
化達八成以上的情況相比，銷售情況還是出現下
行趨勢。總的來說，9 月新樓市場推盤數量較
多，但整體表現只可以說只是中規中矩，市場去
化仍然存在一定壓力，相信年底前開發商爭相去
貨情況將會愈演愈烈。他稱，9 月土地市場迎來
了第二批集中供地，重新上架的22宗居住用地在
9月28日集中開拍，依然吸引了眾多開發商的參
與，反映開發商對深圳後市還是較為樂觀。雖然
市場受壓，開發商資金緊張，但是還是無阻開發
商在深圳買地的熱情，一方面是深圳土地稀缺，
另一方面，深圳經濟發展長期還是看好的。
另一方面，9月恒大債務危機事件引發市場眾
多關注，由於新樓市場基本以預售為主，置業
者受恒大事件影響，擔心物業是否會出現爛尾
問題而延後入市時間，因此新樓市場整體觀望
情緒較之前有所增加。
鄭叔倫稱，總體來說，當前深圳樓市整體行
情依然低迷，成交及銷售額上不去，房企和中
介代理公司都在艱苦經營，三年前萬科的「活
下去」口號成為了眾多公司當前的經營現狀。
恒大事件爆發，保交樓的任務嚴峻，傳言政策
層面或許會適當放鬆，對房企提供一定的信貸
支持。若傳言屬實，房企資金緊張情況有望紓
緩，市況有望扭轉。然而哪怕政策有所放鬆，
「房住不炒」還是堅持執行，所以相信不會出
現市場大幅升溫現象，大概率將平穩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