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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违约风险上升，但系统性风险可控 

中国方面，国债和企业债/地方政府债的表现出现明显分歧。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对近期中美谈判结果感到不满意之

后，市场避险情绪应声上涨。随后，特朗普宣布计划加征进口汽车关税，进一步增添市场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而“特

金会”取消的消息则增添了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资金不断流向避险资产，把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推至 3%以下水平。这

加上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为中国国债带来支撑。上周五中国 10 年期国债期货收于逾一个月高位。展望未

来，国债是否有进一步上涨空间，还需取决于经济前景和避险需求的变化。最新消息指特朗普确认如期会见金正恩。另

外，美国商务部部长将在 6 月 2-4 日访华与副总理刘鹤讨论贸易问题。且看这两大事件能否减轻市场对贸易战和地缘政

治风险的担忧。 

 

比起表现强劲的国债，企业债持续受挫，主要是因为市场担忧去杠杆政策将推高违约风险。中国华信能源的子公司宣布

未能偿还 20 亿债券。这增添了市场对企业违约的担忧，并导致东方园林最新发行的 10 亿元债券滞销。同时地方政府债

券的风险溢价持续上涨。上周五，河北政府发行三年期一般债中标利率高达 3.6%，同日贵州政府发行的三年期一般债

中标利率更达 3.76%。因此，地方政府债的信用利差和企业债的信用利差逐渐扩大。 

 

随着去杠杆措施推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基建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增速料持续放缓，从而削弱经济增长动能。经

济增速放缓的预期则将提振国债需求。此外，贸易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也可能支持中国国债。在此情况下，信用

利差或进一步扩大。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目前系统性风险依然可控，而去杠杆措施则将为长期经济更健康及更可持续的

增长铺路。 

 

人民币方面，比起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美元大范围走势对人民币的表现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因此，人民币随波逐流，

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指数则从逾两年高位逐步回落，并在 5 月 25 日央行调高美元/人民币中间价后，下降至 97.63。

短期内，我们预计人民币将继续受美元因素影响。而资本账户下的强劲资金流入则可能对人民币带来一定支撑。 

 

香港方面，由于月底之前港元沽空交易获利离场，支持港元由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反弹。金管局因此暂停接盘。不过，月

末过后，套利交易可能回归市场，并把美元兑港元再次推向 7.85。然而，港元沽空交易料更加谨慎。4 月中以来，银行

业总结余已减少 39%，这导致港元融资成本更容易受短期因素的影响。季末效应、美联储 6 月加息可能、大型 IPO 和

银行业总结余进一步下降，这些因素皆可能在未来一个月内把一个月港元拆息推至近期高位 1.3%以上水平。因此，我

们认为港元将在 6 月上旬短暂下试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后再度反弹。同时，我们也维持关于银行业将在年中左右上调最优

贷款利率的预期。然而，由于本土利率上调速度和幅度较为温和，楼市料不会受到太大冲击。近期新推出的楼盘皆呈现

超额认购的盛况，主要是因为经济前景和工资前景乐观，对楼市需求带来支撑。而供应方面，一季度房屋落成量和动工

量皆录得显著同比跌幅。公营房屋一般申请的平均等待时间由 4.7 年增加至 5.1 年。公屋和私楼的供应短缺将限制楼市

的下行空间。 

 

事件和市场热点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上周五中国 10 年期国债期货收于逾一个月高位，

主要受惠于避险需求的上升，及中国经济增速下

滑的预期。 

 一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对近期中美谈判结果感到

不满意，同时表示中美双方难以达成贸易协议后，市场避

险情绪应声上涨。随后，特朗普宣布计划加征进口汽车关

税，进一步增添市场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而“特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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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的消息则增添了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资金不断流向

避险资产，把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推至 3%以下水平，从而

为中国国债带来一定支撑。另一方面，去杠杆措施导致企

业和地方政府融资难度和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基建投资

和私人部门投资可能持续放缓，从而利淡经济前景。在经

济增速逐渐下滑的预期下，国债需求有所上涨。 

 展望未来，国债是否有进一步上涨空间，还需取决于经济

前景和避险需求的变化。未来数周内，两个重大事件可能

影响市场情绪。第一，美国商务部部长将在 6 月 2-4 日访

华与副总理刘鹤讨论贸易问题。且看双方能否达成任何协

议，或是带来更多细节。第二，特朗普确认于 6 月 12 日如

期会见金正恩。这对中美贸易谈判是否造成影响亦值得留

意。 

 中国华信能源的子公司宣布未能偿还 20 亿债券。

这增添了市场对去杠杆措施导致企业违约风险上

升的担忧，并导致东方园林最新发行的 10 亿元债

券滞销。 

 同时，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溢价持续上涨。上周

五，河北政府发行三年期一般债中标利率高达

3.6%，同日贵州政府发行的三年期一般债中标利

率更达 3.76%。 

 由于去杠杆措施旨在遏制刚性兑付，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

益率，以补偿信用风险的上升。此外，资管新规导致民营

企业难以通过非标进行融资，同时新规也削减了低等级信

用债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债的信用利差和企业债的信

用利差逐渐扩大。 

 随着去杠杆措施推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基建投

资和私人投资的增速料持续放缓，从而削弱经济增长动

能。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则将提振国债需求。此外，贸易

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也可能支持中国国债。在此情

况下，信用利差或进一步扩大。 

 展望未来，一些财政实力偏弱的地方政府（如过度依赖土

地出让收入，以及过度依赖 PPP 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

融资的地方政府），其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继而导

致当地经济增长下滑速度加快。换言之，在结构性去杠杆

的作用下，中国各地区的经济表现可能在中短期内出现更

明显的分化现象。 

 与此同时，一些盈利能力弱且杠杆率高的民营企业也可能

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及更高的融资难度。尽管如此，我

们相信目前系统性风险依然可控，而去杠杆措施则将为长

期经济更健康及更可持续的增长铺路。 

 中国财政部宣布自 7 月 1 日起，进口汽车的关税将

由 25%下调至 15%，而进口汽车零件则由当前的水

平 8%至 25%下调至 6%。此外，消息指中国正考虑

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国有汽车制造商。 

 中国遵守承诺下调汽车关税，而特朗普政府则考虑加征进

口汽车关税。另外，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汽车和

零件发起 232 调查（国家安全调查）。这意味着美国和中

国在贸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因此，直至两个国家在贸易

关系上达成最终协议，且更多细节出台之前，我们认为宣

布贸易战结束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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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布福建、广东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贸区）的改革开放方案。 

 广东自贸区将打造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和粤港澳大

湾区合作示范区，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建设

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另外，广东自贸区将重点

发展金融科技、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的研究和运用。至于

天津自贸区，发展重心为创新汽车平行进口试点，以及建

设人工智能产业研发、制造、检测、应用中心。而福建自

贸区，则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包括集成电路）和现代服

务业（包括冷链物流和健康养老）。 

 这些改革开放方案显示当局把经济模式由以传统制造业支

撑的经济，转化为由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带

动的经济。这也为中国经济逐渐减少对外需的依赖铺路。

长期而言，中国内需的增长，将为经济主要的增长动力。 

 由于接近 5 月底，套利交易投资者可能忧虑月结效

应令流动性紧张，因此提前获利离场。这带动美

元兑港元从 7.85 回落。在 5 月 15 日至 18 日期间

共买入 190.2 亿港元后，金管局暂停对外汇市场进

行干预。银行业总结余维持在 1094.5 亿港元的水

平。 

 受到月结效应的影响，短期流动性趋紧，隔夜、1

星期及 1 个月的港元拆息全线上涨。 

 这周，我们预期 1 个月港元拆息将升穿 1%，而美元兑港元

亦可能持续远离弱方兑换保证的水平。 

 当月结效应消退后，美元兑港元在6月初可能再度触及 7.85

的水平。不过，自 4 月中期以来，银行业总结余已经减少

39%，因此看空港元的投资者可能转趋审慎。由 6 月中期开

始，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6 月 14 日）、季结效应、大型

新股集资活动及上市公司派息将陆续出现，我们预期以上

各项因素料收紧流动性、推高融资成本并对市场造成以下

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港元拆息料在 6 月初下滑后，将逐渐回升。 1 个月

港元拆息预期在未来一个月内升穿 1.3%（近期高位）。其

次，我们相信当美元兑港元在 6 月上旬上试 7.85 后，将回

落至约 7.84 的水平。在此情况下，银行业总结余料不会进

一步大幅下跌，并可能于未来两个月内稳定在 800-1000 亿

港元的水平。第三，各大银行可能提高定期存款的利率，

以争夺资金。因此，我们维持银行业可能于 2018 年中左右

上调最优贷利率的观点。 

  

主要经济数据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中国首四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扩大，同比由一

季度的 11.6%上升至 1-4 月的 15%。而单月来看， 

4 月工业利润同比增速由 3 月的 3.1%显著加快至

21.9%。 

 首先，4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在连续放缓五

个月后反弹至 3.4%，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增速则与

3月持平。在出厂价格增速更快的情况下，工业利润应声上

涨。 

 其次，受惠于产品价格增速反弹、低基数效应、生产加快

及成本下降，钢铁、化工和汽车行业的利润率显著改善。

这反映出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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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汇兑损失的因素也有所减弱。然而，5月人民币对一

篮子货币持续走强，或重新对工业利润带来下行压力。 

 香港 2018 年第一季的房屋落成量及动工量分别按

年大幅减少 72%至 1259 个及 68%至 2826 个。 

 公营房屋一般申请的平均等待时间由 4.7 年增加至

5.1 年。 

 这意味着今年新屋供应量可能无法达到政府的目标。房屋

动工量下滑反映地产发展商或不希望以太快的速度增加新

屋供应，以免导致楼价承压。 

 由于新屋供应量增长放缓，加上公营房屋持续供不应求，

未来即使利率逐步上调，楼价的下行空间也可能有限。 

 澳门 4 月总访客人数按年增长 8%，为连续 3 个月

增长。而留宿旅客人数亦按年增长 9.3%，录得连

续 28 个月增长。 

 由于今年与去年的复活节假期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因此来

自香港旅客的人数按年下跌 12%。尽管如此，来自中国内

地、台湾及日本的旅客人数则分别按年上升 16.5%、5.6%及

7.6%。此外，超过一半来自中国内地（ 54%）、日本

（63%）及南韩（62%）的旅客选择留宿。这强化了我们对

新项目落成有助进一步提振旅游业的观点。 

 除此以外，亚洲经济增长维持稳健以及澳门元兑其他主要

货币走弱，有助提高旅客的消费能力，从而利好零售业。

另外，在劳动市场紧俏及工资增速反弹的情况下，本土消

费需求的改善，亦对零售业带来支持。因此，2018 年第一

季零售销售按年大涨 25.7%，为 2013 年第四季以来最快增

速。其中，钟表及珠宝的销售（占总零售销售的 21.1%）按

年增长 17.87%。此外，百货商品、成人服装及皮具的销售

（共占总零售销售的 43%）亦分别按年上升 33.8%、36.5%

及 37.1%。同期，零售商店的成交量及销售额分别按年增长

22.4%及 84.4%。我们预期零售业的增长于今年余下时间保

持强劲，这可能为当地经济带来支撑。 

 
 

 
 

人民币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上周人民币随波逐流，对美元收跌。而人民币指

数也由逾两年高位 97.88 逐步回落。5 月 25 日中国

央行把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定在高于预期的水

平，带动人民币指数进一步下滑至 97.63。 

 从上周人民币走势可见，比起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美元

大范围走势对人民币的表现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因此，人

民币随波逐流，对美元贬值。短期内，我们预计人民币将

继续受美元因素影响，而资本账户下的强劲资金流入则可

能对人民币带来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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