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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增長提振信心 人幣升穿6.65
分析：本輪反彈後 未來仍有下行壓力

昨開出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 6.6756，較上日上調 731 點子，單日升幅創 2005 年 7 月 22 日以來最
大，帶動離岸價及在岸價昨雙雙升穿 6.65 關口。有分析認為，人民幣近日反彈與人行釋放穩增長信
號及美元指數回落有關，料本輪調整好跌勢後，未來仍有下行壓力，第 3 季或見 6.85 算，不過年內跌穿 7 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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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稱考慮降低對中國貨品的關
稅，提振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人民幣

離岸價昨午後交易時間抽高，傍晚後愈升愈
有，曾升逾 500 點子，高見 6.6481。在岸價亦
升逾 460 點子，高見 6.6465。截至昨晚 8 時，
離岸價及在岸價分別見 6.6524 及 6.6473，較
上個交易日升470點子及450點子。
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洪禮昨表示，人民
幣近日見反彈，料主因是人行上周下調
LPR，減息幅度大過市場預期並且是歷來最
高的。他指，5 年期 LPR 主要反映按揭利
率，而內地房地產積弱已久，相關活動如發
展商投資、房地產買賣、樓價等早前已跌了
不少，而人行新舉措令市場期望政府正逐步
兌現早前穩增長承諾，部分甚至憧憬過去一
年半載對房地產的政策或已告一段落，因而
提振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



◆ 人行釋放穩增長信號及美元指數回落，人民幣連日見反彈。
資料圖片



中美貨幣政策分化料持續
不過周洪禮提醒，人民幣未來仍面對不少
挑戰，如中國及美國貨幣政策分化料仍維持
一段時間，當美國正逐步加息，而內地未有
加息條件，甚至有機會減息，或因而影響資
金流動，從而影響人民幣走勢；加上內地出
口轉弱，如果人民幣太強，難以反映內地經
濟基本面。所以他認為本輪人民幣調整好跌
幅後，人民幣在第 3季或見6.85算，不過他認
為年內穿7 算機會不大，因相信人民幣不會出
現無序貶值。
他又指，內地尚有很多措施可以出台抑制
人民幣跌勢，惟因應人民幣已見反彈，故人
行短期內不需出台太多措施。
中金發表報告指，人行上周下調 5 年期
LPR，非對稱降息轉向，穩地產信號明確。

該行認為，從外部看，美聯儲緊縮，美債利
率上行，美元升值，帶來中美利差轉負、資
金外流和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而從內部
看，疫情和地産是當前經濟兩個最大的關鍵
因素，結構性政策更有針對性，疫情精準紓
困結構工具已開啟，是次結構降息更多針對
穩地產和長期投資。

內地結構降息針對穩地產
中金亦估計，5年期LPR調降料為實體經濟
節省利息支出 1,600 億元人民幣左右，相當於
GDP 的 0.15%，但並非都在今年生效，是次 5
年期 LPR 下調預計節省房貸利息支出年化約
570 億元人民幣，但效果未必在今年完全顯
現。而是次 5 年期 LPR 調降短期內銀行利差
有壓降的效果，後續利差走勢如何仍取決於
經濟走勢。

港股觀望濃成交縮 四藍籌新貴受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市場靜候美聯
儲公布上月議息紀錄，加上投資者關注北京市
疫情發展，港股低開低走，全日跌 247 點報
20,470 點，成交再度萎縮至 1,052 億元。大市昨
日焦點為藍籌「新貴」受捧，中金預計，被動
資金將於未來大約3天，流入3.12億美元增持有
關股份，消息令該些藍籌被炒高。
iFast Global Markets 副總裁溫鋼城稱，市場
目前正靜候周三美國公布的上月議息紀錄，此
外，也正注視中央有沒有更新的寬鬆政策繼續
刺激經濟，如有的話，恒指有機會出現升彈
浪，後市可重上 21,291 點，見 5 月初高位。相
反，若本周沒特別刺激措施，港股不排除整
固，再次下試2萬點邊緣位置。
此外，美國總統拜登昨表示，正考慮削減對
中國商品的關稅，使人民幣匯價走強，但市場
人士認為，若美國削減甚至取消對中國徵收關
稅，側面顯示美國的通脹仍然嚴重，料加息動
作會持續，令股市還有很長時間受壓。

東方海外染藍 股價創新高
四隻藍籌新貴受追捧，東方海外(0316)大升
6.3%兼創新高，中芯(0981)升 3.3%，中升(0881)
微升 0.1%，宏橋(1378)大升 7.9%。不過，被剔
除的瑞聲(2018)則大跌 6.9%，成份股數目將由

藍籌新貴昨齊升
股份

昨收(元)

東方海外(0316)

變幅(%)

258.80

+6.3

9.87

+7.9

中芯國際(0981)

16.82

+3.3

中升(0881)

51.95

+0.1

宏橋(1378)

被剔出藍籌股份
瑞聲(2018)

16.30

-6.9

66隻增加至69隻，變動將於6月13起生效。

◆ 港股昨一度急挫逾 400 點，收市跌幅收窄，
成交降至1,052億元。
中通社
天左右。

恒指成份股將增加至 69 隻

快手阿里健康大熱倒灶捱沽

中金表示，測算了恒指成份股調整下，潛在
的被動資金流向，進一步結合個股過去3 個月日
均成交額，便可以測算出，被動資金變化可能
帶來的影響，估計被動資金流入所需時間最多
的中芯，料有 1.43 億美元流入、中升流入資金
料 有 6,200 萬 美 元 、 宏 橋 流 入 資 金 數 額 料 達
4,290 萬美元、東方海外也需要 6,440 萬美元的
流入，預計資金流入的時間，需要 1.3 至 2.3 天
不等。另方面，瑞聲被剔除藍籌行列後，或帶
來 2,624 萬美元資金的流出，預計調整需時 1.2

科技股弱勢，科指再跌 2.5%。當中阿里巴巴
(9988)及美團(3690)齊跌逾 3%，ASM(0522)將被
剔出科指成份股，收市跌 4.6%。兩大熱門「染
藍」股份快手(1024)及阿里健康(0241)，再次大
熱倒灶，快手業績前要跌 7.4%，阿里健康股價
更挫近一成，是跌幅最大藍籌。
北京市收緊防疫措施，消費股受壓，李寧
(2331)急跌 9%，收市後公布業績的小鵬(9868)跌
6.5% ， 理 想 汽 車 (2015) 跌 5% ， 潤 啤 (0291) 跌
2%，九毛九(9922)跌7%，百勝(9987)跌3.1%。

每個售 500 元 下月 8 日預售
譚仔國際表示，是次項目將所有收益扣除成
本後，全數捐贈至受惠機構香港藝術中心以支
持「埋嚟學 Out of the Cube」計劃；由本土企

Souper Hero擁有者的聚會及交流平台。

共四個系列 本地漫畫家設計

◆ 譚仔國際推出首個慈善 NFT 項目「Souper
Hero」，正式進駐The Sandbox元宇宙。
業出發，透過非牟利藝術機構，培育本土藝術
人才，促進藝術欣賞的長期承諾。
與此同時，譚仔國際亦計劃在 The Sandbox
中 購 入 的 LAND 上 建 立 「 教 學 娛 樂 中 心 」
（edutainment hub），展示其社群創建的頭像
和 NFT 展品，到時將舉行互動性虛擬展覽、

推便利措施 助更新資料

更新回鄉證有效期：持有中國銀行深圳分
行賬戶的客戶，如因回鄉證到期更換後需更
新證件有效期，可透過該分行的電子平台，
在線自助更新相關資料；中銀跨境理財通北
向通客戶則可透過中銀香港見證服務，在香
港向中國銀行廣東分行或深圳分行提交更新
回鄉證有效期等賬戶資料的指示，以完成賬
戶配對。
找回手機銀行密碼：以大灣區內地中國銀
行賬戶註冊手機銀行的客戶，無論是通過香
港或內地手機號碼註冊，均可透過中國銀行
手機銀行自助在線找回密碼，重新登入後即
可享用相關手機銀行服務。
重啟不動戶：香港客戶如需重啟內地中國
銀行不動戶，可致電內地中國銀行客服熱
線；如有需要，本行亦可協助客戶轉接至該
熱線進行查詢。此外，內地客戶如需重啟中
銀香港不動戶，可聯絡中銀香港的客戶聯繫
中心或分行，成功進行身份核實後，即可重
啟不動戶。

貶環保狂言惹爭議
滙控高層傳遭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滙控（0005）近日捲入可持續發
展議題風波，外媒報道，滙豐資產管理部門一名負責任投資主管
Stuart Kirk 早前出席活動演講時，抨擊央行官員和政策制定者誇大
氣候變化的金融風險，並抱怨他自己要與「一些告訴我世界要末日
的瘋子」打交道，據悉滙豐正進行內部調查並將他停職。事後滙控
管理層指，這些評論與滙豐的戰略不符。
報道指，Stuart Kirk 早前進行演講時提到，「氣候變化不是我們
需要擔心的財務風險」，又指一些銀行為了考慮氣候風險而忽略了
更緊迫的問題，例如他遭到美國監管機構掣肘，遇到了中國議題，
住房危機也迫在眉睫，利率走高，通貨膨脹正在醞釀之中，但仍有
人要求他不斷關注 20 年或 30 年後將會發生的事情，他認為這並不
合理。

祈耀年割席 斥有違滙控策略

譚仔推慈善NFT進軍The Sandbox元宇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NFT（非同
質化代幣）近來大行其道，不少品牌、企業紛
紛發行 NFT 吸引市場目光。譚仔國際（2217）
昨日公布旗下兩個米線品牌，譚仔雲南米線及
譚仔三哥米線進軍 The Sandbox 元宇宙，並於
下月 19 日公開發售首個慈善 NFT 系列「Souper
Hero」，是次項目將會鑄造共 10,020 個 NFT，
當中 1,000 個將分配給白名單，並於下月 8 日進
行預售，另有 20 個作公開拍賣用途，每個以
500 元發售，可於官方交易平台 Artzioneer 以法
定貨幣（Mastercard或VISA卡）進行交易。

中銀助客戶遙距重啟內地賬戶

人民銀行上周五將 5 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下調 15 個基點後，人民幣連日見反彈，官方

香港文匯報訊 因應部分香港客戶在疫情下
未能親身前往內地分行處理賬戶事宜，中銀
香港昨表示針對有關情況推出便利措施，協
助香港客戶遙距更新資料及重啟內地賬戶，
讓其繼續享用便利的跨境支付及理財服務。
更新內地手機號碼：持有「開戶易」賬戶
的客戶現可透過中銀香港分行向中國銀行提
交修改申請指示，更改其內地相關賬戶所登
記的手機號碼，解決因更換了原有手機號碼
而無法操作內地賬戶的問題，同時便利中銀
跨境理財通北向通客戶配對內地賬戶。

此外，成為「Souper Hero」NFT 項目擁有
者，可擁有譚仔或三哥的 VIP 會籍，有線上線
下的獨家優惠。至於今次譚仔國際推出的慈善
NFT 項目「Souper Hero」是由四個系列組成，
以本地漫畫家黃照達、甘小文、BigY 和周小某
設計，包括有譚仔面料系列、譚仔姐姐系列、
三哥面料系列以及三哥人物系列。
譚仔國際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達民
稱，「Souper Hero」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所承
載的大量文化價值和獨特性，與市場上大多數
NFT 產品不同，「Souper Hero」是一個慈善項
目，旨在培養本土藝術家，同時讓所有人都能接
觸到數碼藝術，不再是少數富裕投資者獨有。

報道指Stuart Kirk的發言已令一些財富管理機構考慮迴避滙豐的
資產管理產品。滙控行政總裁祈耀年其後在網上澄清指，完全不同
意Stuart Kirk相關言論，認為與滙豐策略不符，不反映滙豐或滙豐
資產管理高層觀點，他希望同事、客戶和其他人都能從該行的工作
和他的公開言論，知道該行絕對致力於實現淨零排放的未來，該行
團隊不會因為上周涉事的評論而分心。
滙豐在 2020 年曾制訂一項計劃，以協助社會及企業開創一個繁
榮、具抗逆力的未來。計劃包括提供可持續融資，目標是到 2030
年提供 7,500 億至 10,000 億美元的可持續發展融資及投資，支援客
戶轉向更可持續發展的經營模式，並向零碳排放經濟轉型需要全新
的徹底解決方案，以及目標在 2030 年或更早之前，將各項業務及
供應鏈的碳排放量減少至零並使客戶投資組合中獲得融資的項目碳
排放量，與《巴黎協定》設定在 2050 年或更早之前實現的零碳排
放目標相一致。

萬天深圳設灣區總部擴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周曉菁）第五波
疫情曾令香港物資傳
送嚴重受阻，為更好
滿足香港等灣區城市
對蔬果和加工食品的
需求，中國萬天控股
（1854）昨宣布已正
◆ 許國偉（左）稱，深圳總部的成立料可 式進軍大灣區市場。
實現灣區內資源優化配置及協同發展。右為 萬天董事局主席許國
中國萬天控股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鍾學勇。 偉表示，深圳總部的
成立料可實現灣區內
資源優化配置及協同發展，且香港總部能以金融中心的角色全力協
助，成為深圳總部的强力後盾。
萬天從事採購、加工及供應食材，專為香港餐飲服務經營商提供
蔬菜及水果，截至目前已經向逾 480 家客戶門店供應 1,300 種食
材。今年 4 月正式進軍大灣區市場，且擴展業務至餐飲及相應食品
加工行業的上下游供應鏈業務。
萬天已於上周三在灣區總部深圳舉辦成立典禮。在成立深圳總部
後，集團將逐步實現旗下生鮮供應、零售及餐飲、環保科技三大業
務，聯合發展的良好局面，同時增加其利潤增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