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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緩美元走強下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中國人民銀行周一宣布下調金融

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8%下調至6%。不過6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下

調98點，報6.9096，為2020年8月以來中間價首破6.9關卡。在岸及離岸人民幣

兌美元也相繼走弱，人民幣兌美元即期收盤跌119點報6.9485，為近25個月新

低；離岸亦跌破6.96關

口，曾見6.9643，刷新

近25個月新低。分析預

期，人民幣弱勢受美元

強勢及市場預期美聯儲

將進一步加息因素影

響，第三季末人民幣兌

美 元 匯 率 有 可 能 見

7.05。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考玲

人幣見25個月新低 月內或穿7
中間價兩年來首破6.9 在岸離岸價齊跌

在岸人民幣即期盤後跌幅繼續擴大，截
至6日晚10時，在岸人民幣及離岸人

民幣分別報6.9653及6.9818。有外匯交易員
稱，從走勢看降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效
果一般，「破7」估計幾天後或能看到。但
同時，市場雖然很快消化中國央行調降外匯
存準率舉措，不過中間價仍保持偏強態勢，
表明監管維穩意願不減，短期人民幣跌勢有
望放緩。若市場波動繼續超出監管容忍範
圍，政策可能持續加碼。

降外匯存準率未遏人幣跌勢
ING銀行大中華經濟師彭藹嬈認為，人民
銀行由9月15日起下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對
遏制人民幣跌勢作用有限。她又指，今輪人
民幣弱勢受美元強勢及市場預期美聯儲局將
進一步加息因素影響。另外，之前一輪降準
未見對人民幣走勢有長期影響，該行預測第
三季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7.05。
彭藹嬈預期，今年年底美加息氣氛減緩有
機會扭轉人民幣跌勢，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將為6.85，如果美國聯儲局2023年貨幣政

策維持放「鷹」，則有機會下調匯率的走勢
預測。

內地年底前仍有降息降準空間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
學家龐溟表示，如果經濟逆風依然強勁，內
地到年底前仍有降息和降準的空間和可能
性。他認為，下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
率2個百分點，可以加強金融機構外匯流動
性管理，釋放部分外匯流動性，調節外匯市
場供求關係，穩定外匯市場波動性，更重要
的是，可明確釋放出穩定外匯市場預期、保
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的政策信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民幣
匯率單邊貶值預期，以及可能出現的「羊群
效應」。

多項經濟數據主導人幣走勢
龐溟又表示，人行降準說明有關部門開始
採取合適的政策工具和宏觀審慎工具，表明
維持匯率穩定政策目標的決心，給人民幣單
邊貶值預期「降溫」，有望減緩人民幣過快

貶值的壓力，促進境內外匯市場供求平衡，
使人民幣匯率走勢重新回歸合理均衡水平。
華僑永亨銀行就估計本周美元因素、風險
情緒以及多項經濟數據，將主導人民幣走
勢，市場將特別關注貿易數據來判斷人民幣
走勢，該行預料下一個阻力位將在6.9500以
及6.9860位置。
野村發表報告認為，年內人民幣兌美元或
有更大貶值空間，預計今年底可能貶至7.2。
該行認為，若人民幣兌美元大幅貶值可能打
擊市場情緒，加速資本外流，7會是一個重要
心理關口，當匯率逼近「7」時，內地監管層
會特別警惕，因此預期人行在年底前可能再
次下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

不應以「破7」作行情關鍵點位
不過，中信証券宏觀分析師明明指出，人
民幣匯率走弱過度承擔了美聯儲高通脹與歐
洲能源危機的影響，因此在強美元背景下，
不應把是否「破7」看做是貶值行情的關鍵
點位，應理性看待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下匯率
的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中銀香港
成功為中國海外發展安排其首筆可持續發展
表現掛鈎俱樂部貸款，涉及金額1億英鎊，
為期5年。中銀香港為貸款的聯席牽頭行、
聯席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貸款協調行及代理
行。根據貸款協議，當中國海外發展達到所

訂立的可持續發展表現目標，即可獲得貸款
利率下調，從而節省融資成本。貸款所得款
項將用作該公司一般營運資金及企業用途。

與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金融部總經理盧莹表

示，中銀香港十分高興為中國海外發展安
排其首筆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俱樂部貸
款，支持該公司實踐構建健康且可持續發
展社區的承諾；並將繼續透過提供多元化
的創新金融方案，支持企業建立可持續發
展商業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地日前
宣布調降外匯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
估計可釋放約190億美元外匯資金，減輕
人民幣單邊貶值壓力。分析師相信，內地
有意支持人民幣匯價。雖然人民幣匯價6
日向下，但已向市場釋放相關信息，加上
投資者預期今次降準後，內地還有其他釋
出流動性的舉措，將有利A股及港股提早
覓得支持，當中對重債的內房股最為有
利。內房股表現突出，碧桂園升9.3%，碧
服更升近一成。港股卻難逃悶局，全日跌
22點，最終收報19,202點，大市成交額僅
823億元（港元，下同），是逾兩周以來
最少。

大市缺乏方向 拉鋸局面或持續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港股缺
乏方向，成交縮減，反映內地降準未能拉抬
市場氣氛。連同6日港股已連跌4日，累跌
751點。他認為，若沒有更利好的消息，這
個拉鋸局面應會持續下去，指數暫時仍會嘗
試19,000點的支持力度，而20,000點則為顯
著阻力位。
人行下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使A股
造好，香港的內房股也順勢反彈，碧桂
園系內兩股都升逾 9%，龍湖升 5.8%，
潤地升 4.5%，中海外升 3.5%。而旭暉
改向宏安地產及荷蘭退休基金，出售炮
台山英皇道 101 及 111 號項目的 60%權
益 ， 總 代 價 13.38 億 元 ， 旭 輝 也 升
5.6% 。另外，金茂升 7.8% ，萬科升

5.9%，新城發展升6.4%。

中銀國際：碧桂園料內地樓市分化
中銀國際6日發表報告表示，上周五邀請
碧桂園管理層，出席了該行舉行的非交易路
演。該行引述碧桂園管理層指，內地樓市在
不同城市的市場呈現分化，差異不僅由城市
層級決定，同一級別城市之間也存在差異。
碧桂園管理層指，留意到西安、成都和合肥
等二線城市的情況令人鼓舞，而東北一些二
線城市的合同銷售則疲軟。對於內地三線及
以下城市的內房銷售，碧桂園方面預計，下
半年的降幅將會收窄。
中銀國際引述碧桂園管理層預計，毛利率
需要1至2年才能恢復，隨着需求逐漸從低
潮中復甦，庫存周期也會逐步恢復，平均售
價將會逐漸改善。隨着許多資金緊張的同行

退出市場，碧桂園預計，內地土地價格將降
至更合理水平，有助提高未來的利潤率。

大和：內房未來數月銷售將好轉
滙豐研究亦發表報告，指內房行業仍有投資
機會，偏好中海外、潤地及萬科。另外，大和
也預計，內房未來數月的銷售會有所好轉。
科指6日逆市升2點，收報4,066點，但騰
訊下跌1.5%，限制了大市表現。部分個股
有異動，新東方在線與京東物流達成合作，
消息令新東方在線再炒作，全日勁升
31.5%，再創逾52周高位。快狗打車納入
「港股通」名單，在連跌6日後，6日急升
逾23%。米蘭站折讓11%配股，股價反升近
九成。璋利停牌逾年半後復牌，股價炒高最
多5.5倍，收市報0.079元，仍較停牌前升逾
1.3倍。

中銀為中海外安排1億英鎊貸款

港股4連跌 內房股炒起

◆港股已連跌4
日，累跌 751
點。大市成交額
僅823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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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認為分析認為，，受美元強勢及市場預期美聯儲局將進一步加受美元強勢及市場預期美聯儲局將進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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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所持盛京銀行股權法拍
傳瀋陽國資企業參與競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歐洲能源危機持續
發酵，環氧丙烷、磷化工、化
肥等板塊均大幅領漲；華為發
布業界首款衛星通信手機，催
旺A股北斗導航、消費電子、華
為概念板塊，多隻個股強勢上
攻，引領滬深三大指數6日攜手
收紅。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243點，漲43點或1.36%；深
成指報11,799點，漲121點或
1.04%；創業板指報2,540點，
漲 2點或 0.1%。兩市共成交
8,691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出39億元。

A股造好 華為概念板塊爆升
華為6日正式發布Mate50系
列新機，為全球首款支持北斗
衛星通信的大眾智能手機。用
戶身處荒漠無人區、出海遇
險、地震救援等無地面網絡信
號覆蓋的環境下，也可通過暢
連APP將文字和位置信息向外
發出，並支持多條位置生成軌
跡地圖。盤中北斗導航、消費
電子、華為概念板塊走勢活
躍。

華為AITO品牌也正式推出
了首款純電SUV——AITO問
界M5EV。華為常務董事余承
東透露，AITO問界系列自今
年3月5日開啟交付，僅僅用
170天就完成超3萬台交付，
AITO也成為成長最快的智能
電動汽車品牌。華為汽車概念
板塊大幅向上3%。
兩市升幅榜上一馬當先的是
化工股：環氧丙烷板塊漲
7%，化肥板塊漲5%，磷化工
亦整體飆4%。行業板塊中，
除醫療器械、生物製品、美容
護理、銀行等少數板塊小幅收
跌，其餘皆不同程度上上漲。

中證監：加快開放型品種布局
另外，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
星海6日在國際期貨論壇上表
示，要穩步推動期貨市場對外
開放，加快開放型品種布局，
進一步推動 QFII、RQFII 參
與。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積極
探索期貨市場對外開放新路
徑、新模式，推進國際監管合
作，不斷提升大宗商品價格的
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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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正式發布Mate50系
列新機，為全球首款支持北
斗衛星通信的大眾智能手
機。圖為余承東。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據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瀋陽國資委
已安排下屬企業，參與當地法院舉行
的司法拍賣，以繼續接手中國恒大所
持有的盛京銀行股權，使恒大退出這
家城商行股東序列。
據阿里司法拍賣平台信息顯示，遼

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於6日早10
時至8日早10時，拍賣恒大集團（南
昌）持有的盛京銀行的12.8億股股份
（內資股），截至6日晚8點，僅1
人報名參與競拍。

款項作恒大償還盛京銀行債務
知情人士表示，將競買恒大該筆股

權的報名機構為瀋陽市國資委下屬國
企。其中一位知情人士並稱，上述拍
賣所得款項將繼續用作償還恒大集團
對盛京銀行的相關債務。

據公開信息，上述盛京銀行股權評
估價為 75.63 億元（人民幣，下
同），起拍價73.07億元，增價幅度
200萬元。
完成上述拍賣並完成轉讓股權手續
後，中國恒大將正式全面退出盛京銀
行股東序列。
作為曾經持股盛京銀行達36%的前
第一大股東，恒大自債務危機發生以
來已於去年8月和9月連續兩次減持
其在盛京銀行的股權，瀋陽市屬國資
企業盛京金控取而代之成為該行第一
大股東。
截至今年6月末，盛京銀行內資股
前十大股東中，持股比例超5%的共
有3名，分別為：瀋陽盛京金控投資
集團 20.79%，恒大集團（南昌）
14.57%，瀋陽恒信國有資產經營集
團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