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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周贸易谈判继续。不过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在特朗普总统签署后利率为局势

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中国关于美国如果执行该法案可能会影响其他方面关系

的威胁暗示了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不过鉴于美国短期内可能并不会改变香港

的特殊地位，我们认为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经济方面，虽然 10 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低于预期，但是 11 月的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则给市场带来惊喜。这也验证了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短期内或许已经

触底的判断，贸易谈判前景好转以及中国的逆周期措施都助力中国经济走稳。 

 

最新公布的央行 2019 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强调了住户部门债务杠杆率上升的

风险。改杠杆率上升至 60.4%，虽然央行认为总体金融风险稳步下滑。近期快

速上升的住户部门杠杆率显示房地产政策大幅放松的空间并不大。 

 

央行行长易刚在最新的专栏里强调了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

汇率稳定将是货币政策目标的两个重要方向。此外，易刚也表示中国不会追求

负利率政策。而正利率以及陡峭的收益曲线适合中国的储蓄传统文化。中国央

行对正利率以及稳定汇率的追求对外资是非常大的吸引。 

 

香港方面，在投票率高达 71.2%的情况下，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取得明显

的优势，意味着民主派在来届的区议会中取得超过 85%的议席。这可能影响

2020 年的立法会选举及 2022 年的行政长官选举。 10 月份出口(按年下跌 9.2%)

及进口(按年下跌 11.5%)分别连续第十二及第十一个月录得下跌。由于高基数

效应在 11 月开始消退，加上市场憧憬中美有望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或

有助舒缓香港贸易活动的下行压力。尽管如此，经济前景转弱及贸易风险持续

发酵，这或继续拖累本地及外部的需求，所以香港的贸易活动料维持疲弱。因

此，我们预计 2019 年全年进出口将分别录得单位数跌幅。受惠于今年的低基

数效应及全球放宽货币政策，香港贸易活动或能于 2020 年出现温和的复苏。 

10 月贷款与垫款总额按年增长 7%。香港人民币存款方面，10 月份存款按年

增长 2.1%至 6364 亿人民币。展望未来，我们预期香港人民币存款在未来数月

将继续企稳在 6000 亿人民币的上方。澳门方面，第三季零售销售额连续第三

季录得下跌，按年减少 0.5%至 180.6 亿澳门元。由于经济前景转弱，加上贸

易风险未完全消退，这料继续利淡本地的消费情绪。以上两项负面因素加上澳

门元偏强，可能削弱旅客的消费。因此，零售销售短期内料维持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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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和市场热点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在其最新的文章中，央行易刚行长再次重申了

保持稳健货币政策。 

▪ 易刚行长在回顾中国过往货币政策的时候表示，中国不会

利用货币政策过度刺激经济，此外，货币政策也不是万能

药，需要与其他政策一起合作。 

▪ 易刚行长也表示中国不会追求负利率政策。而正利率以及

陡峭的收益曲线适合中国的储蓄传统文化。中国央行对正

利率以及稳定汇率的追求对外资是非常大的吸引。 

▪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走势。第一货币条件需要与潜在产出与

物价稳定达成平衡。此外，中国也将继续精准灌溉，降低

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 币值稳定是近期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对内保持物价稳

定，对外则保持汇率稳定。不过易刚行长也认为近期汇率

弹性的增加有利于对冲外来的冲击。不过，中国也不会走

上竞争性贬值的道路。 

▪ 中国央行发布 2019 年金融稳定报告。央行认为

金融风险正在渐渐被化解。 

▪ 中国总杠杆率 2018 年小幅回落至 249.4%，而非金融企业

杠杆率则由 157.8%高点下滑至 152%。 

▪ 不过住户部门杠杆率则进一步上升 3.4%至 60.4%，而央行

自己的估算也高出国际清算行 52.6%的估算。中国住户部

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意味着中国全面放宽房地产政策的空

间并不大。不过鉴于中国各省住户部门杠杆率差异相当

大，这也为房地产的因城施政提供了空间。 

▪ 中美贸易谈判继续。 

▪ 中国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给出美国正式

立法香港人权法案的具体反制措施。 

▪ 中国的口头威胁显示如果美国执行香港人权法案的话，可

能会威胁贸易谈判。 

▪ 不过我们认为鉴于美国短期内不会重新审视香港的特殊地

位，我们依然认为双方将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 在投票率高达７１．２％的情况下。民主派在

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大胜。民主派在４５２个议

席中嬴得３８８个席位（占总议席的超过８

５％），并在全港１８区中的１７区取得多数

席位的优势，为１９８２年第一届区议会选举

举行以来首次录得。 

▪ 短期内，是次胜利或为社会注入动力，并增添政府需要提

供政治方案解决当前社会困局的压力。社会或暂时维持稳

定的局面。 

▪ 长期而言，这将对 2020 年立法会选举及 2022 年行政长官

选举有两项较深远的影响。首先，自 2012 年推行政改以

来，立法会选举新增了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 5 个立

法会议员的席位将由现任区议员互相提名(最少需要得到

15 个提名)并交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界别投票权的香港登

记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由于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多

数席位，意味着他们将可以提名更多民主派议员参与选

举。这将有助抵消建制派在功能组别的影响力并增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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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立法会中的议席。其次，更重要的是，行政长官提名

委员会 1200 个成员中将有 117 个成员由区议员互选产

生。在现行的制度下，互选采用全票制，意味着区议会将

可以推举全部 117 个来自民主阵营的成员出任提名委员会

的成员。理论上，这将增加民主阵营对 2022 年行政长官选

举的影响力。 

 
 

主要经济数据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中国 10 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滑 9.9%，较 9 月

下滑幅度扩大。 

▪ 工业企业利润的下滑主要受商品行业利润下滑的影响，有

色金属、原油煤炭延炼以及化学品等行业共拉低工业企业

利润达 7%。 

▪ 汽车行业利润 1-10 月同比回落 14.7%，不过较前三季度的

跌幅收窄。我们认为汽车行业出现触底迹象，未来利润可

能会进一步好转。 

▪ 好的方面来看，高科技行业利润保持强劲。其中计算机相

关的行业利润增幅扩大至 6%，而机械设备等利润更是同比

增长 15%。 

▪ 中国 11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反弹 0.9 至

50.2. 

▪ 需求和供给分别改善。受中美贸易谈判好转的期望支持，

新出口订单反弹 1.8 至 48.8。新订单也大涨 1.7 至 51.3，

回到扩张。显示中国包括减税等措施正在产生积极作用。 

▪ 制造业指数的反弹验证了我们之前关于制造业筑底的判

断。 

▪ 香港 10 月出口(按年下跌 9.2%)及进口(按年下跌

11.5%)分别连续第十二及第十一个月录得下跌。 

▪ 按国家分类而言，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按年下跌 6.4%，而

对美国的出口亦按年减少 21.1%。就正面因素而言，对台

湾的出口连续第六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增长 16.8%。另一

方面，除台湾及马来西亚外，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继续

下跌。具体而言，从中国内地及美国的进口分别按年减少

14.5%及 23.9%。按商品分类而言，电动机械丶办公室机器

及通讯设备的进口分别按年下降 3.8%、22%及 21%，而这

些商品的出口亦分别连续第六丶第五及第十二个月录得同

比跌幅。 

▪ 贸易表现疲弱主要受到两项因素的影响。首先，受到去年

同期的提前兑付订单活动影响，高基数因素在 10 月持续。

其次，贸易风险持续发酵及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忧虑继续利

淡贸易表现及投资情绪。根据资料显示，受到贸易风险的

影响，亚洲电子产业链继续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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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11 月开始高基数效应消退，加上市场憧憬中美有望达

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或有助舒缓香港贸易活动的下行

压力。尽管如此，经济前景转弱及贸易风险持续发酵，这

或继续拖累本地及外部的需求，所以香港的贸易活动料维

持疲弱。因此，我们预计 2019 年全年进出口将分别录得单

位数跌幅。受惠于今年的低基数效应及全球放宽货币政

策，香港贸易活动或能于 2020 年出现温和的复苏。 

▪ 香港 10 月贷款与垫款总额按年增长 7%。 ▪ 尽管 10 月份的贸易表现仍然疲弱(10 月贸易总额按年下跌

10.4%)，惟贸易融资逆转下行走势并按年反弹 1.1%，主要

受惠于高基数因素减弱。在香港使用的贷款（不包括贸易

融资）按年增长 7.1%。这可能受惠于两项因素。首先，由

于政府放宽对首置买家的按揭规定，按揭贷款需求维持稳

健(10 月新批按揭贷款按年增长 8.2%)。其次，市场憧憬中

美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这有助抵消社会不稳定对本地贷款

需求的部分影响。在香港境外使用的贷款按年增长 6.5%。

尽管如此，在香港境外使用贷款在未来数月的增长或未必

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央行将 7 天逆回购利率由 2.55%下调

至 2.5%，为 2015 年以来首次。市场憧憬在岸的融资成本

可能下降，这或减少内地企业选择离岸融资的诱因。总括

而言，我们预期贷款与垫款总额在 2019 年全年或录得低单

位数的增长。 

▪ 10 月港元贷存比率上升至 90.7%(为 2002 年 3 月

以来首见)，因为港元贷款的增长高于港元存款

的增长。 

▪ 尽管社会不稳定持续，10 月份整体港元存款继续按年增长

2.75%。这可能是受惠于市场风险情绪改善，更多新股集资

计划回归香港市场，其中部分更得到市场的正面反应。具

体而言，港元活期及储蓄存款按月比较大体不变，而港元

定期存款则按月增长 1%。由于港元及港元拆息的表现相对

稳健，我们相信并没有迹象显示明显的资本流出。 

▪ 按港元存款组成的分类而言，港元活期及储蓄存款占总港

元存款的比例进一步下跌至 54.7%，为自 2009 年 1 月以来

最低。而港元定期存款的比例则上升至 45.3%。展望未

来，我们预期港元活期及储蓄存款的比例进一步下行的空

间可能有限，而整体的比率可能维持在现水平的附近。首

先，由于香港的楼市及股市仍较稳健，港元活期及储蓄存

款进一步下跌的幅度料较温和。其次，金管局下调逆周期

缓冲资本或有助商业银行舒缓资金压力。 

▪ 香港 10 月人民币存款 2.1%至 6364 亿人民币。 ▪ 这可能因为同期市场憧憬中美贸易谈判将取得进展令人民

币回升，这为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更大的诱因。展

望未来，香港人民币存款将受到两项因素的影响。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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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其次，中美贸易谈判的发展。

由于美国通过涉及香港人权的法案，市场担心这或为中美

贸易谈判增添不确定性。整体而言，我们预期香港人民币

存款在未来数月将继续企稳在 6000 亿人民币的上方。 

▪ 澳门第三季零售销售额连续第三季录得下跌，按

年减少 0.5%至 180.6 亿澳门元。 

▪ 零售销售下跌主要受到成人服装(按年下跌 18.1%)及汽车

(按年下跌 9.3%)销售疲弱所拖累。由于当地经济前景不明

朗，消费情绪转趋审慎。不过，就正面因素方面而言，化

妆品及卫生用品和百货商品的零售销售额分别录得 15.9%

及 10.5%的同比增长。此外，钟表及珠宝的零售销售额逆

转下行走势并按年转升 1.6%。由于在过去几个月澳门的旅

游业表现强劲，这为以上商品的零售销售提供支持。 

▪ 展望未来，由于经济前景转弱，加上贸易风险未完全消

退，这料继续利淡本地的消费情绪。以上两项负面因素加

上澳门元偏强，可能削弱旅客的消费。因此，零售销售短

期内料维持疲弱。 

▪ 澳门 8 月-10 月失业率维持在 1.8%不变，同期就

业人口由 387,100 人小幅反弹至 387,300 人。 

▪ 具体而言，建筑业的就业人口连续第六个三个月周期录得

下跌，按年减少 4.2%，主要因为缺乏新大型娱乐及基建项

目正在动工，从而令劳动力的需求转弱。此外，零售业以

及酒店及餐饮业的就业人口分别按年减少 1.2%及 2.1%。这

可能因为强澳门元削弱旅客的购买力及经济前景不明朗及

对裁员的忧虑升温令本地的消费情绪转弱。就正面因素而

言，受惠于访澳人数持续增长，赌场中场业务的表现强

劲，这带动博彩业的就业人口连续第八个三个月周期录得

上升，按年增长 3.6%。 

▪ 展望未来，外部风险因素充斥为本地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加上强澳门元，澳门劳动力市场可能转弱。因此，我们维

持来年整体失业率将逐步上升至 1.9%甚至 2%的观点。 

 

 
 

人民币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人民币上周在 7-7.05 的区间整固。 ▪ 在上周初段，受惠于贸易谈判的利好消息，人民币上涨。

随后，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法后，人民币回吐

升幅。人民币的前景将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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