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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差 息口升
民生更艱苦
港近 4 年首加 P 息 各界需防市場動盪

港銀加最優惠利率後，令疫下經濟更疲弱，企
◆
業營運及市民生活苦上加苦。
中通社

;



「息魔」真的來了！美國今輪加息周期如預期
下終棄守，近四年來首度上調最優惠利率
（P），標誌本港正式進入加息周期。滙豐、恒
生及中銀昨將 P 劃一加 0.125 厘，去到 5.125
厘；渣打同加 0.125 厘，去到 5.375 厘。港銀加
P 後對大眾最直接的影響是貸款利息增加，包括

2022 年 9 月

23

壬寅年八月廿八 廿八秋分

間有陽光 一兩陣雨
氣溫27-32℃ 濕度65-90%

港字第 26474 今日出紙 3 疊 9 張半 港售 10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美聯儲
自今年3月起五度加息，累加3厘後，港
銀終於出手加 P，意味着本港料將告別
超低息環境。對於市場關注本港有否出
現「走資」情況，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
日表示，本港上半年總存款上升0.4%，
其中7月至8月數字保持穩定，未見到有
資金從港大幅外流。不過他提醒，若美
國加息令港美息差擴闊，有機會觸發套
息交易，或令資金由港元流向美元，但
並不等同於資金大幅流出香港。他又派
定心丸指本港銀行財務穩健，暫看不到
加息會影響銀行資產質素。

供樓按揭、企業貸款、車貸、私貸等等；加息同
時也影響經濟活動，不利股市及投資，間接削弱
投資回報和收入，令目前疫下經濟更疲弱，企業
營運及市民生活苦上加苦，專家建議大家需扣好
安全帶應對市場動盪。 （尚有相關新聞刊 A2、
A4、B1版）

金管局籲市民對息率上升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星期五

第 5 次加息，加幅 0.75 厘，港銀連續 4 次不跟隨

 !7
  0 


! .

未見大幅走資 港銀壞賬率低

美聯儲自今年3月重啟加息周期以來先後5度加息，累
加 3 厘。美聯儲昨在本港時間凌晨宣布議息結果

後，滙豐中午帶頭宣布加息 0.125 厘，P 由原來的 5 厘升
至 5.125 厘，隨後渣打、中銀和恒生也宣布劃一將 P 上調
0.125 厘。採用「細 P」的恒生及中銀香港加至 5.125 厘，
而採用「大 P」的渣打則上調至 5.375 厘，為港銀自 2018
年 9 月後首度加息。其實市場早已預期港銀月內將首度出
手加 P，不少分析預料 P 加 0.125 至 0.25 厘幾率較大，是
次四大行只加0.125厘，為市場預期的下限。

多家銀行加最優惠利率 0.125 厘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慧虹指市場已普遍預期港元最優
惠利率將會上調， 而針對是次利率調整的幅度，該行已
仔細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宏觀經濟環境、港元拆息趨勢，
以及對於本港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等，同時必須平衡客戶承
擔貸款利率的能力，與存款客戶所收取的利息。鑑於美國
通脹率仍然居高不下，市場預期美國這次加息周期仍未完
結，該行會繼續審視外圍經濟情況和香港經濟前景，有必
要時將再次調整港元利率。
至於其他銀行則有不同取態：東亞銀行跟隊將 P 上調
0.125厘，至5.375厘；但亦有不少中小型銀行續持觀望態
度、選擇按兵不動。星展香港稱，就是次美聯儲加息現正
審慎觀察市場反應，再作出是否加 P、港元及美元活期存
息。

美息及香港最優惠利率加息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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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加息周期或至明年首季
港銀對上一次加 P 是 2018 年 9 月，為對上一輪美國加息
周期之中本港唯一一次跟隨加息，因而被形容為「曇花一
現」。不過財金界人士認為本港今輪屬真正的加息周期，
料美聯儲持續放鷹下，港銀加息行動將陸續有來，本輪加
息周期有機會持續至明年首季，在目前疫下經濟疲弱底
下，將加劇企業營運及市民生活負擔，因為上調 P 息不止
影響供樓按揭，還會影響企業的商業貸款利率等各類貸
款，不利股市及投資，影響遍及經濟各個環節，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就估計，在外圍環境不斷變差下，本港經濟
全年負增長機會非常高。
在旅遊、餐飲、零售及服務等行業受到新冠疫情的嚴重
衝擊下，香港政府今年 8 月中再度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
測，由 5 月時預測增長 1%至 2%，修訂至負 0.5%至增長
0.5%，為 3 個月內第 2 次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而今年
初預測全年經濟增長為2%至3.5%。

銀行紛上調最優惠利率（P）

◆ 港銀近四年來首度上調最優惠利率，標誌本港正式進
入加息周期。
資料圖片

銀行

加息前

加息後

加幅（厘）

滙豐

5厘

5.125厘

+0.125

中銀

5厘

5.125厘

+0.125

恒生

5厘

5.125厘

+0.125

渣打

5.25厘

5.375厘

+0.125

東亞

5.25厘

5.375厘

+0.125

打擊投資情緒 股樓市續受壓
星展香港財資市場部環球市場策略師李若凡亦認為，或
要待美國加完息，本港今輪加息周期才有機會停止。她提
醒，本港踏入加息周期或會影響投資情緒，亦間接影響消
費，股市、樓市受壓，造成負面財富效應。而加息及通關
政策均影響經濟表現，加上俄烏局勢緊張、歐洲能源危
機、內地經濟疲軟等不明朗因素，亦令市場情緒疲弱。隨
着港美息差擴闊，港匯短期或見7.85，令港銀體系總結餘
下跌，港元拆息或進一步上升。相信銀行預視未來資金緊
張下會相應上調定存息率，以提早鎖定資金成本。
港元拆息昨普遍上揚，其中與供樓按息相關的一個月拆
息報 2.60583 厘，加上四大行齊齊加 P，無論是選用 P 按
或 H 按的客戶均受影響。以 P 按為例，若 P 由 5 厘加至
5.125 厘，意味着實際按息由 2.6 厘加至 2.725 厘。以借
500 萬元、30 年還款期計算，月供將增加 329 元；至於 H
按按息為「H+1.3厘」，但部分銀行在新造H按上，在一
二手市場設有不同封頂息，一手維持「P-2.5 厘」，加息
後實際按息為 2.625 厘，以借 500 萬元、30 年還款期計，
月供增加 327 元。二手封頂為「P-2.25 厘」，加息後實際
按息為2.875厘，月供增加333元。

港元儲蓄存款加息12.4點子
在美聯儲宣布加息 0.75 厘後，滙豐
帶頭宣布加 P 及紅簿仔息率，該行對
上一次調整港元儲蓄存款戶口利率為

2019 年 11 月 1 日，當時減息 12.4 點
子。在未加息前，港元儲蓄存款戶口
利率年息僅 0.001 厘，加息後若戶口
結餘達 5,000 元以上，港元儲蓄存款
戶口利率享年息 0.125 厘，5,000 元以
下則繼續零息。另給予全面理財總值
達 100 萬元及以上的額外年利率維持
0.001厘。
由於本港過去多年處於超低息環
境，以致紅簿仔的活期息率近乎
「零」，以未加息前紅簿仔年息 0.001
厘，存 1 萬元 1 年利息僅 0.1 元。在四
大行劃一將港元儲蓄存款戶口利率加
至 0.125 厘後，同樣存 1 萬元計 1 年可

視市況研究調整逆周期措施

至於樓市方面，余偉文指本港樓價年
初至今下降 5%，惟息口上升並非影響
樓價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樓宇及土
地供求、本港整體經濟環境及失業率
等。至於會否因應加息調整壓力測試要
求，金管局會視乎市況作研究，若有調
整會適時公布。關於會否放寬逆周期措
施包括按揭成數，則會視乎樓市周期、
價格、交投情況，以及上述影響樓價的
其他因素等，金管局會視乎市況來研究
是否有需求調整。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四大行先後加紅簿仔存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港銀
4 年來首次出手加 P，意味超低息環境
終結，四大銀行齊齊加 P 後亦同時上
調港元及美元的紅簿仔息率。其中港
元存息方面，四大行齊齊將港元儲蓄
存款戶口利率上調 12.4 點子，即由
0.001 厘加至 0.125 厘，滙豐由今日
（23 日）起生效，中銀香港及渣打在
下周一生效，恒生則在下周二生效。

余偉文說，隨着美聯儲繼續「收
水」，港美息差或再度擴闊，並引發套
息交易，以致港匯或會再度觸發 7.85弱
方兌換保證，雖然港息跟隨美息上升的
速度和幅度最終仍取決於本地市場港元
資金的供求，但他呼籲市民必須對港元
拆息進一步上升有所準備，而金管局亦
會密切監察樓市情況確保監管措施切合
市況。
問到加息會否影響銀行資產質素，余
偉文則指港銀一向穩健，壞賬率僅約
1%，未來或有機會上調少許，但相比
環球及本港以往水平仍屬偏低。他亦提
到，環球經濟以及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有機會為本港帶來壓力，從而帶動港銀
壞賬率上揚，惟屬正常，亦相信上升幅
度不會太大，金管局會密切留意有關情
況。他又指，現時樓按質素也屬穩定，
相關按揭比率及借貸人還款能力均穩
健，未見到貸款質素受到影響。
銀行息率方面，余偉文指銀行會因應
本身的資金成本結構及其他有關的考
慮，決定調整息率的時機及幅度。隨着
港息逐步趨近美息，不少港銀早前已上
調新造按揭貸款的鎖息上限，而美聯儲
加息步伐料將持續下，他提醒市民必須
對銀行息率的上升有所準備，並且在作
出置業、按揭或其他借貸決定時，必須
小心評估及管理有關風險。

部分銀行紅簿仔加息
銀行

加存息前

加存息後

滙豐

0.001厘

0.125厘

+12.4

23/9

入場5,000元起

中銀

0.001厘

0.125厘

+12.4

26/9

入場5,000元起

渣打

0.001厘

0.125厘

+12.4

26/9

-

恒生

0.001厘

0.125厘

+12.4

27/9

入場5,000元起

東亞

0.001厘

0.125厘

+12.4

23/9

入場5,000元起

升幅（點子） 生效日期

備註

製表：記者 馬翠媚
袋息 12.5 元，比起原本的 0.001 厘僅
袋息0.1元已大大提高。
美元存款利息更「和味」。滙豐
昨同樣帶頭加美元儲蓄存款戶口利
率，年利率由 0.25 厘調高至 0.5 厘，

加幅為 25 點子，入場以 1,000 美元起
步，1,000 美元以下維持零息，今日
(23 日)起生效。而該行對上一次調整
美元儲蓄存款戶口利率為今年 7 月
29 日，當時加息 24.9 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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