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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贸易战暂时搁置，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中美贸易战暂时搁置，特朗普政府将暂停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中美联合公告没有特别提及媒体报道的 2000 亿美

元，这可能会帮助缓解短期内中国面临的再平衡压力。不过至于如何消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公告中只是谈及了扩大对

美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进口，并未提到中国希望的高科技产品。因此这可能会被市场解读为中国让步了。我们认为目前

就认为贸易战争结束了可能还为时过早。所谓细节是魔鬼，挂在中国头上的关税之剑可能会在未来几月就进口细节谈判

中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谈判结果投资者可能需要思考三点可能的影响。第一，如果美国继续限制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这

也意味着未来中国进口可能出现替代效应。对中国来说，消减对美顺差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相似产品

转至从美国进口。但是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国家贸易冲突的导火索。第二，中国企业也可以考虑将生产线转移

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从记账角度减少中国对美的出口。这可能会使得地区内的制造业中心譬如越南受益。第三，作

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主，中国经常账户进一步收缩之后，将如何美债需求？从而影响美债利率？这都是我们过去十年可

能没有碰到过的新场景。 

 

经济方面，中国经济显现出外热内冷局面。制造业保持稳健，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并未体现。不过国内来看，固定资产

投资由 13%放缓至 12.4%，主要受到中国紧缩地方政府财政影响。而近期对 PPP 的调控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地

产方面，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力度不放松。 

 

汇率方面，人民币继续受益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尽管一季度中国出现入世以来的首个经常账户顺差，但是中国资本

账户下资本继续稳健流入。近期贸易冲突对汇率的影响正在减弱，短期内关注美元的走势。法规方面，中国外汇管理局

进一步放宽了外汇衍生品交易要求便利实需原则下的套期保值交易。此外，央行公布 96 号文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

管理。通过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交易以及取消港澳清算行存款准备金后增加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缓解境外投资者在香港

购买人民币参与沪港和深港通后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紧缩效应。 

 

香港方面，上周市场聚焦港元变动。美元兑港元现价不断触碰 7.85 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最终迫使香港金管局自 4 月

18 日以来首次出手接盘。不过，由于套利交易较为谨慎，金管局只买入了 130.3 亿港元，规模远小于 4 月份的 513.3 亿

港元。在银行业总结余减少的背景下，我们预计 5 月月结效应将抽紧短端流动性。此外，一系列可能导致资金趋紧的因

素包括季结、美联储加息、几个大型招股活动及上市企业派息，也可能在 6 月中开始推高短端（不超过一个月期）银行

间拆息。因此，未来两个月内，我们预计美元兑港元将回落至 7.84 左右水平，而银行业总结余则可能由当前水平 1154

亿港元温和下降后，稳定于 800 亿至 1000 亿港元之间。另外，较长端港元流动性保持紧张，主要源于几个因素，包括

银行业总结余进一步减少、港元贷存比率高企，以及抽高的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外，由于第三季大型招股活动（包

括小米和中国铁塔）可能抽紧资金，市场参与者持续进行提前部署。展望未来几个月，由于较长端港元利率已大致反映

了资金趋紧的预期，其上涨步伐料比短端利率缓慢。在流动性趋紧的情况下，各大银行可能继续通过调高存款利率以争

夺港元存款。其他方面，香港住宅土地价格于上周再创历史新高，达 251.6 亿港元。由于住宅土地价格和发展及建筑成

本持续上升，再加上楼市本身存在严重供需失衡，未来楼市的下行空间料有限。 

 

事件和市场热点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中美贸易冲突曙光初现。随着中美双方谈判取得

进展，特朗普政府将暂停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

税。中美双方周六发布的联合公告表示中国将先

 联合公告没有特别提及媒体报道的 2000 亿美元，这可能会

帮助缓解短期内中国面临的再平衡压力。不过至于如何消

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公告中只是谈及了扩大对美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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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从美国进口来支持美国的增长和就业。 和能源产品的进口，并未提到中国希望的高科技产品。因

此这可能会被市场解读为中国让步了。我们认为目前就认

为贸易战争结束了可能还为时过早。所谓细节是魔鬼，挂

在中国头上的关税之剑可能会在未来几月就进口细节谈判

中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谈判结果投资者可能需要思考三点可能

的影响。第一，如果美国继续限制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

口，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进口可能出现替代效应。对中国

来说，消减对美顺差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从其他国家进口

的相似产品转至从美国进口。但是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

和其他国家贸易冲突的导火索。第二，中国企业也可以考

虑将生产线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从记账角度减少

中国对美的出口。这可能会使得地区内的制造业中心譬如

越南受益。第三，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主，中国经常账

户进一步收缩之后，将如何美债需求？从而影响美债利

率？这都是我们过去十年可能没有碰到过的新场景。 

 中国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放宽了外汇衍生品交易要

求便利实需原则下的套期保值交易。 

 修改的 3 号文中有两大亮点。首先，在实需原则下，银行

可以为客户资本项目下的外汇风险敞口提供套期保值，包

括境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以及境外机构投资境内人民币债券

等金融交易。其次，监管也认可由于与即期业务不一样，

远期交易的真实背景存在预估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有否交

易单证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将有利于促进远期交易。 

 央行公布 96 号文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

增加离岸人民币流动性。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投资

境内人民币资产的境外投资者越来越多。境外投资者可以

通过券商等在港的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或参加行账户在离岸

市场购买人民币参与。不过这样做对离岸市场的流动性带

来了考验。 

 新的 96 号文重申了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和参加行可展开

同业拆借、跨境账户融资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交

易等业务。央行已经在去年为境外银行参与债券回购交易

重新开了绿灯。但是由于一些具体细节还是不清楚，实际

操作进展缓慢，此次再次重申将使得该业务重新加速，从

而为离岸市场提供流动性。 

 此外，将港澳清算行的存款准备金下调为零也有利于为离

岸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 

 中国发改委上周发布新的通知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 

 新的通知将禁止企业以各种名义要求地方政府为其市场化

融资进行担保或者承担偿债责任。此外，信息披露方面，

不得企业所在地区财政收支、政府债务数据等可能存在政

府信用支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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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

标，力度不放松 

 要求各地有针对性地增加住房和用地有效供给。并加强资

金管控，加强个人住房贷款规模管理等。 

 5 月 14 日，MSCI 宣布最后一批 6 月 1 日起将被纳

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 234 只 A 股。MSCI 预计 6

月 1 日起，被动基金根据新权重配置 A 股，将为

中国股市带来 170 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由于主动基金已提前就 A 股入“摩”进行部署（沪股通和

深股通下的资金净流入总额于 4 月创纪录新高 405 亿人民

币后，5 月初至今进一步录得 340.8 亿人民币），我们不认

为被动基金的投资会在 6 月 1 日起大幅增加 A 股市场的资

金净流入。反而，随着 A 股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比重由

6 月的 2.5%上调至 9 月的 5%，资金流入可能循序渐进的增

长。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内地市场，料为人民币带来支撑。 

 继小米之后，中国铁塔也申请了在港上市，上市

时间可能是三季度，而融资规模则可能与小米看

齐，高达 100 亿美元。此外，消息指中国第二大

比特币矿机商嘉楠耘智可能于三季度在香港进行

IPO，并融资约 10 亿美元。 

 随着新一批大型 IPO 将于三季度接踵而至，市场继续为未

来几个月资金趋紧的预期作准备。这加上以下几个因素，

导致较长端港元利率持续高企。第一，金管局的外汇干预

导致银行业总结余进一步减少。第二，港元贷存比率高

企，迫使银行业争夺较长期的港元资金，以满足强劲的贷

款需求。第三，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关键阻力位

3.05%，为港元较长端利率带来溢出效应。相比之下，短端

流动性保持宽松，其中一个月港元拆息再度跌穿 1%。  

 展望未来几个月，由于较长端港元利率已大致反映了资金

趋紧的预期，其上涨步伐料比短端利率缓慢。换言之，三

个月和一个月港元拆息差距将由目前的 75 点子逐渐收窄至

30 个点子左右。在流动性趋紧的情况下，各大银行可能继

续通过调高存款利率以争夺港元存款。 

 上周美元兑港元现价不断触碰 7.85 的弱方兑换保

证水平，最终迫使香港金管局自 4 月 18 日以来首

次出手接盘。 

 不过，由于套利交易较为谨慎，沽空港元的规模相对较

小。因此，金管局只买入了 130.3 亿港元，规模远小于 4

月份的 513.3 亿港元。在银行业总结余减少的背景下，我

们预计 5 月月结效应将抽紧短端流动性。此外，一系列可

能导致资金趋紧的因素包括季结、美联储加息、几个大型

招股活动及上市企业派息，也可能在 6 月中开始推高短端

（不超过一个月期）银行间拆息。因此，未来两个月内，

我们预计美元兑港元将回落至 7.84 左右水平，而银行业总

结余则可能由当前水平 1154 亿港元温和下降后，稳定于

800 亿至 1000 亿港元之间。 

  

主要经济数据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中国 4 月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弱于预期，不过工

业产出则好于预期。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1-4 月回落至 7%，创下有记录

以来的新低。零售销售则由 3 月的 10.1%放缓至

 4 月经济呈现外冷内热的局面。制造业保持稳健，中美贸

易冲突的影响并未体现。其中制造业产出由 6.6%加速至

7.4%而制造业投资则由 3.8%加速至 4.8%。这显示外需对中

国经济的支持依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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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工业产出则由 3 月的 6%加快至 7%。 

 不过国内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由 13%放缓至 12.4%，主要

受到中国紧缩地方政府财政影响。而近期对 PPP 的调控可

能影响地方政府融资能力。 

 根据地政总署数据显示，香港住宅土地价格于上

周再创历史新高，达 251.6 亿港元。而每方呎楼面

地价亦高达 17,776 港元。 

 这反映地产发展商对长期房地产市场前景感到乐观。展望

未来，即使本地利率上升，或者政府全力解决房屋供应短

缺的问题，楼市的下行空间料有限。这背后主要有几个原

因。第一，住宅土地价格，以及发展及建筑成本正持续上

升。第二，为了避免新楼盘的售价大幅下降，继而侵蚀利

润，地产发展商或灵活地调整新楼盘推出的步伐。第三，

楼市本身存在严重供需失衡。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指出，由于目前的赌场牌照

将于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陆续到期，当局将在

短期内公布新牌照的详情。 

 我们预期目前所有赌场牌照将能够顺利延期，以保证当前

所有赌场能够继续运营。今年首四个月，博彩业毛收入较

去年同期增长 22.2%。新一轮大型项目陆续开幕，基础建

设持续改善，加上澳门元走弱，这些因素料有助维持澳门

博彩业的增长动力，并利好澳门整体经济表现。尽管如

此，由于澳门政府希望为本地经济增添非赌博元素，因此

我们并不认为博彩监察协调局将增发赌场牌照。 

 香港外汇基金 2018 年第一季投资回报按年下跌

60%至 261 亿港元，为 2016 年第四季以来最低回

报。 

 2018 年第一季，港股投资收益按年下跌 88.1%至 17 亿港

元，而海外股票投资则亏损 74 亿港元。由于市场担忧美联

储可能加快加息的步伐，同时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温，导

致环球股市于 2018 年第一季出现较大波动。债券投资方

面，再通胀预期持续打压美国债市，债券投资收益按年下

跌 14.1%至 55 亿港元。不过，由于首季美元大范围走弱，

外汇估值按年增长 121%至 263 亿港元。 

 展望未来，尽管金管局缩短债券投资的久期，但通胀升温

的预期仍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持续推低债券投资收益。而

美元于二季度反弹则可能导致外汇估值出现亏损。不过，

我们相信美元近期的强势并不可持续。因此，今年全年外

汇估值仍可能衍生温和的收益。至于股票投资方面，全球

经济增长稳健的迹象，意味着股市将维持区间波动，而不

至于崩盘。因此，我们认为股票投资不会长时间维持亏损

的状态。整体而言，我们预期本年度外汇基金的投资将录

得温和回报，而非亏损。在此情况下，庞大的外汇基金料

可以帮助金管局捍卫联系汇率制度。目前外汇基金规模为

4.15 万亿港元，远大于 1998 年底的 0.91 万亿港元，而套

利交易造成的资金外流规模则仅达 643.6 亿港元。 

 香港 2 月至 4 月的失业率进一步下降至逾 20 年低

位 2.8%。 

 尽管如此，各行业的就业情况存在差异。正面而言，由于

旅游业持续复苏，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下跌至 2014 年

12 月以来最低水平 4.1%。负面而言，中美贸易冲突的不确

定性，导致贸易业的失业率由 2.4%上升至 2.6%。此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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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股市及债市的波动性于 2018 年第一季大幅上升，这可能

打击了金融行业的招聘意欲，导致相关行业的失业率由

2.1%上升至 2.3%。展望未来，鉴于香港乐观的经济前景，

劳动力市场料保持紧俏。这料有助提振本地的消费意欲及

房屋需求。不过，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仍未消

退，贸易业的前景及其就业市场或继续受压。而未来利率

逐步上升的预期，加上金融市场可能面临的回调风险，则

可能影响金融业的就业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当前超低的

失业率将无法延续至 2018 年下半年。 

 
 

 
 

人民币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美元/人民币追随美元指数走高。不过人民币指数

则进一步升值至 97.88。 

 人民币继续受益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尽管一季度中国

出现入世以来的首个经常账户顺差，但是中国资本账户下

资本继续稳健流入。近期资本账户下的资本流入将继续对

人民币形成支持。近期贸易冲突对汇率的影响正在减弱，

短期内关注美元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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