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PR「雙降」5年期下調5基點
追隨中期借貸便利

（MLF）降息步伐，

20日最新公布的內地LPR（貸

款市場報價利率）如期下調，

1年期LPR隨MLF同步下調10

基點(bps)至 3.7%，首次連續

兩個月調整；掛鈎房貸的5年

期LPR也時隔21個月迎來久

違 的 下 調 ， 下 調 5bps 至

4.6%。專家表示，央行釋放穩

信貸、穩增長的信號，若1月

信貸開門紅「成色」不足，後

續寬鬆政策將繼續落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市場對此次LPR下調已有預期。1
月17日，1年期MLF和7天期

逆回購操作利率各下降10bps，本次1
年期LPR隨之下調10bps，符合市場
預期。根據以往規律，5年期以上
LPR報價的降幅通常為1年期LPR降
幅的一半，本月下行5bps，也與市場
基本一致。

助降企業融資成本提升消費
建行金融市場部研究員李思琪分析

指，1月LPR兩個品種報價繼2020年
4月以來時隔21個月同步下調，及時
反映了政策利率和市場利率的變化，
將引導企業貸款利率下行，有助於降
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加之央行為加
強預期管理，調整LPR發布時間與金
融市場運行時間進行銜接，均體現了
央行主動作為、靠前發力的政策思
路。
值得關注的是，中長端 LPR 下

行。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認
為，央行降息目的是為實體經濟降成
本。金融機構發放企業短期貸款時參
考1年期LPR定價，製造業中長期貸
款、固定資產投資貸款、個人按揭貸
款等中長期貸款的利率參考5年期
LPR，降息有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
本，提高企業中長期資本開支意願，
進而拉動投資，同時也有利於降低居
民負債成本，提升消費。

5年期LPR降幅符合政策基調
內地房貸利率錨定 5 年期以上

LPR，5年期LPR實際是房貸的基準
利率。這次也是時隔21個月來房貸
基準利率首次下調。
李超指出，5年期LPR調降幅度小

於1年期，與地產調控的政策總基調
一致，總量性政策保持穩健，但仍
對地產領域有較強利好，個人按揭
貸款利率有望隨着下調，拉動地產

銷售。

央行或續多措並舉穩經濟
去年 12 月以來貨幣寬鬆政策迭

出，央行全面降準疊加LPR報價連續
兩次下調，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日前提
出貨幣政策需「充分發力、精準發
力、靠前發力」。但寬信用似乎尚未
出現，最新金融數據顯示，2021年
12月新增信貸1.13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少增1,234億元，低於
市場預期，市場主體信貸需求較弱。
對於後續政策，鑒於內地經濟面臨

的供給與需求雙衝擊，市場普遍預期
年內貨幣政策仍有放鬆空間。李超預
計，如果1月份寬信用不及預期，央
行或再次降準推動寬信用，亦可能通
過窗口指導加大銀行信貸投放。
另外，通過調整普惠金融定向降準

的標準增加資金釋放，通過加大碳減
排貸款投放量支持製造業投資。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團隊認
為，2021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寬周
期，降準降息均已落地，但需求收縮
下貨幣或仍有進一步寬鬆可能，後續
寬鬆節奏和力度或取決於穩增長效果
落地。
他又認為，央行或繼續運用再貸

款、直達工具等，引導金融機構加大
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
領域的重點支持。

房貸基準利率有下調空間
從地產市場看，中國社科院財經戰

略研究院住房大數據項目組長鄒琳華
分析指，此次5年期LPR下調，新增
房貸可以享受降息好處，而存量房貸
的重定價日多為每年1月1日，這些
存量房貸近一年內難以享受降息的好
處。「目前房貸利率水平偏高，5個
基點下降對市場的作用極小，預計房
貸基準利率還有進一步下調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1
月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如期下調，滬深兩
市開盤後雙雙上行，但地產板塊在上漲後轉跌，
隨着題材股低迷，拖累大盤震盪走低。午後金融
股發力，一度帶動滬指翻紅。但因多數板塊下
跌，最終滬指回落翻綠。截至收盤，上證綜指跌
0.09%，報 3,555 點；深證成指跌 0.06%，報
14,198點；創業板指跌0.32%，報3,065點。滬
深兩市成交總額11,290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入125億元。
滬深300地產指數盤中一度升3.1%後轉挫，收

低0.5%。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認
為，雖然LPR下調對內房股帶來股價的短期刺
激，但是從基本面來看，內房股的經營環境暫時
還沒有出現太大改善的跡象，所以市場相對表現
比較謹慎。下跌靠前的有新能源、科技股等。其
中鹽湖提鋰板塊跌超4%，虛擬數字人、語音技
術、元宇宙等板塊跌逾3%。另外汽車、傳媒板
塊亦表現不佳。
銀行、證券股發力護盤，華林證券、蘭州銀行

漲停，齊魯銀行、平安銀行漲逾5%。農林牧漁
漲幅靠前，機場航運、超級品牌、白酒等板塊亦
有不同程度漲幅。

科創板企需披露ESG信息
另外，上海交易所向科創板上市公司發布《關

於做好科創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報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要求科創板公司應在年度報告中披
露ESG相關信息，並視情況單獨編制和披露
ESG報告、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環
境責任報告等文件。並強調應當重點披露助力
「雙碳」目標、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行動情況。通
知亦要求持續關注科創屬性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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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指 20
日收盤微跌
0.09%，報
3,555點。

臨近歲晚，部分公司決定與員工分享
發展成果，令他們可以過一個愉快肥
年。最豪氣的相信是中遠海控。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肆虐全球，對全球供應鏈造
成重大干擾，令去年航運運價上升，航
運公司業績在疫市中表現亮麗。財新報
道，中遠海控向包括銷售和營銷人員在
內的員工發放高達30個月工資的年終獎
金。該公司2021年前三個季度的淨利潤
激增 1,651%至 676 億元（人民幣，下
同），難怪特別豪氣。

耀才證券20日表示，會向全體同事派
發合共價值1,000元新春現金大利是及新
年購物禮券，還向每位員工送贈香港迪士
尼樂園門票和餐飲禮券。公司稱，無懼市
況波動與員工分享成果，目的是慰勞各前
線與後防同事在過去一年緊守崗位、日以

繼夜地辛勞付出。盼望員工在抗疫期間歡
度新年、展露笑容，輕鬆一番。

另外公司一直都設有前線及分行激勵獎
項，向傑出表現的員工及分行頒發獎狀及
獎金，在日前的「耀才證券2021年前線
員工頒獎禮」上，主席助理葉頴恩及行政
總裁許繹彬代表頒發「全年吸金王」、
「全年開戶王」及新春分行布置等多項大
獎。 ●記者岑健樂

中遠海控豪派30個月年終花紅

●● 許繹彬許繹彬（（右二右二））頒發獎項予得獎分頒發獎項予得獎分
行及前線員工行及前線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殷考玲） 為確
保資金用得其所，多個部委包括最高人民
法院、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人民銀行，聯
合發布通知呼籲地方政府確保商品房預售
資金用於有關項目建設，在確保債權人要
求凍結開發商監管賬戶資產的同時，不會
阻礙房地產項目建設。
彭博社引述湖北省襄陽市房地產業協會

在其微信公眾號轉貼的聯合通知指出，商
品房預售資金監管賬戶被人民法院凍結

後，經主管部門審核同意後，債權人仍得
請求以該賬戶資金支付項目建設，銀行就
應及時支付。市場相信，此舉符合政府為
緩解房地產行業現金緊縮的情況。
近日市傳監管機構正在考慮放鬆地產開

發商動用託管賬戶商品房預售資金的限
制。
據知情人士稱，住建部和銀行業監管機

構可能會在本月下旬，通過窗口指導向地
方政府傳達該指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殷考玲） 中國
恒大的債務危機持續受到市場關注，有恒
大境外債券持有人透過投行發表聲明指，
恒大未有積極與境外債權人溝通及努力化
解風險的實質行動，無視境外債權人的合
法權利，無可奈何之下正慎重考慮強制執
行措施。
外電引述，該批債券持有人稱，儘管其

努力與恒大開展實質性對話，但至今僅收
到缺乏細節和實質內容的模糊的意向保
證。恒大多次在聯交所發布公告稱積極與
境外債權人溝通，為所有利益相關方制定
可行的境外重組方案，但遺憾的是，持有
人特別團體並未看到恒大在這些方面的實
質進展。認為恒大持續地無視境外債權人
及境外債權人的合法權利，其已別無選
擇，只能嚴肅考慮採取強制執行措施，為

此聘請了離岸律師事務所衡力斯（Har-
neys）；準備採取必要行動，維護其合法
權益。希望通過公開表達，能督促恒大迅
速採取有意義的實質行動，並要求恒大避
免在未與持有人特別團體協商的情況下進
行任何進一步資產處置。

融創如期兌付兩筆境內債務
恒大債券問題未得到完滿解決，但融創

中國近日已如期兌付兩筆合計約42.5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境內債務，包括一筆
33.15億元可回售私募債，以及一筆9.36
億元資產抵押資產(ABS)。於兌付後，融
創今季並無公開市場債務到期。
據統計，融創自去年10月以來，積極

通過配股、大股東借款、資產處置等途徑
持續集資，合計回籠資金約300億元。

指恒大無視權益 境外債權人維權

監管機構籲確保樓花資金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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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內房股20日急升
股份

綠景中國

融創中國

合景泰富

佳兆業

世茂集團

龍光集團

雅居樂

合生創展

花樣年

中國恒大

碧桂園

收報(港元)

1.59

10.90

5.16

1.02

6.28

6.54

4.21

16.86

0.325

1.80

6.96

升幅(%)

+16.9%

+15.2%

+13.7%

+13.3%

+12.1%

+10.1%

+5.3%

+4.9%

+4.8%

+4.7%

+4.4%

●恒生指數漲 824.5 點，漲幅 3.42%，報
24,952點。 中通社

人行放水提振氣氛 港股彈逾800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中

國人民銀行加快放水，傳內地放寬內房
預售資金使用，部分內房股的流動性有
望增加，加上內地降低貸款報價利率，
市場憧憬內地的內房政策可略為放鬆。
消息推高恒指超過800點，以全日兼近
兩個月高位收市，報24,952點，升約
824點，是逾5個月來最大升市，成交
較上日激增 55%至逾 1,786 億元（港
元，下同）。
通海證券投資策略聯席總監阮子曦表

示，資金目前較鍾情於低估值和高息股
份，例如較高息的內險股，以及估值相
當低的內房股，由於內地的貸款市場報
價利率下降，或有助短線刺激內房板
塊。
樂觀來看，如果大市這兩三天都站穩

100 天線(24,608 點)以上，甚至逼近
25,000點的話，恒指大致上便算轉勢，
後市會續向好。

多隻內房及物管股急升
內地降低貸款報價利率，1月報價顯

示，1年期LPR利率為3.7厘，較上次
下調10個基點；5年期以上LPR利率為
4.6厘，較上次下調5個基點。加上有傳
最快月底放寬內房商使用預售樓花資
金，內房和物管股受追捧。
碧桂園服務大升15.5%，是表現最好

藍籌，母公司碧桂園亦升4.4%。奧園將
提出債務重組，股價跌7%後，跟隨同
業倒升3%收市。
負債高的內房股紛紛急彈，融創大漲

15.2%，中國新城鎮、合景、上城、時
代中國、佳兆業、金輪天地、中原建業
及龍光的升幅均逾10%。

新經濟股更是推升大市的火車頭，美
團連跌5日後回升11%。
騰訊除淨，股價仍升6.6%，連同升

近6%的阿里巴巴，三股合共推高恒指
逾400點。惟瑞聲發盈警，股價逆市急
挫12.6%，見9年低位，是表現最差藍
籌。

分析料內地續規範市場
宏利投資管理表示，香港經濟正在好

轉，只要本地取消旅遊限制及恢復正常通
關，香港經濟便可持續復甦。該公司20
日發表今年市場展望，表示市場上半年仍
面對不少挑戰，首數個月的通脹可能仍
處偏高水平，隨着供應鏈逐漸恢復，下
半年經濟前景會較佳，但預料今年中國
經濟增長將放緩至約5%。
宏利投資管理亞洲區宏觀策略主管

Sue Trinh表示，若通脹和經濟增長壓
力緩和，環球央行的政策或轉溫和。
而隨着聯儲局開展「收水」計劃，

美元和美息可能出現波動，或會令全
球流動資金受壓，影響亞洲經濟增
長。
該公司股票部高級組合經理陳景琳

認為，中國將繼續規範市場，不會就此
結束。
但她認為，只要企業營運符合內地監

管要求，便不會受牽連，若有企業未達
標，投資者便應該謹慎，因這將是一個
持續過程。
對於人行20日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宏利市場技術分析師、亞洲定息產
品高級組合經理陳珮珊表示，相信中國
貨幣及監管政策都會持續放寬，例如放
寬抵押貸款審批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港股及
A股去年表現未如理想，渣打財富管理高
級跨資產策略師林景蔚20日提到，市場
最初不理解共同富裕概念，加上當時美股
表現理想，故大量拋售中資科技股，亦因
而拖累港股表現。
他說，共同富裕政策是為了減低貧富差

距、刺激中產消費及達到自給自足等，相
信市場已逐步消化及理解，共同富裕概念
可提供為期3至5年的長期投資方向，並
預期有7大板塊相對能受惠，包括電動汽
車、電動汽車的相關部件供應鏈、再生能

源、高科技製造中的半導體、高科技製造
中的工業和製造業、互聯網及消費科技相
關。

籲對內房股保持謹慎
林景蔚指，以往不少投資者投資對沖基

金時普遍將中國互聯網股放在短倉，再長
倉美國增長股。
然而在美國通脹高企及美債息上揚的情

況下，美國科技股短期或表現不佳，加上
投資者比以前更了解共同富裕概念，留意
到有投資者沽售美國科技股，同時補回中

資科技股的短倉。
不過他提醒，目前內房危機尚未完全消

退，呼籲投資者對該板塊宜保持謹慎。
港股20日迎來大幅反彈，林景蔚看好

恒指短期內會再有上調空間，甚至重上
26,000點水平。
他解釋指出，因為現時有部分投資者沽

出美國增長股再補倉至中國市場，加上內
地開始放水，使大量資金流入香港市場，
而恒指現時堅守在22,600點位置，近期更
突破部分阻力位，故他相信恒指短期有望
升至25,700點或更高。

渣打看好恒指 短線或見二萬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