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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市场上周开盘风险情绪大涨，周一和周二连续两个交易日股债双牛，主要

受利率回落支持。央行周一意外四年来首次下调 7 天逆回购利率，随后又如预

期下调 LPR 定价。 

 

不过风险情绪周三在美国参议院隔夜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后逆转。鉴于美国不会

立即改变香港的特殊地位，该法案对香港和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不过市场

担心中国的报复可能使得贸易谈判前景更为复杂。 

 

受贸易谈判缺乏进展影响，人民币上周小幅走弱。不过鉴于香港人权法案等一

系列事件很难定价，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并没有出现剧烈震荡。 

 

展望未来，逆周期或许将成为中国政策导向的关键词。财政依然将在逆周期中

扮演主要角色，尤其是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等。货币政策方面，信贷窗口

指导或许将成为新的逆周期措施。此外，我们也认为中国也将继续通过降准以

及下调银行间利率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关于地方政府应该被给以空间来因地制宜制定地

产政策引起了市场的关注。结合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没有提到“房住

不炒”以及上周下调了 5 年期 LPR 利率，这也给了市场希望中国可能微调房地

产市场从而缓解经济尾部风险。 

 

数据方面，中国基本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最新公布的 2018 年 GDP

名义规模上调 1.897 万亿元，增幅 2.1%，至 91.93 万亿元。虽然普查的主要目

的是了解经济结构，摸清家底，但是市场的焦点往往放在过往实际 GDP 的修

正上，估计这些调整将在 12 月公布。 

 

中国周日公布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全文。最新目标显示中国力争到

2025 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高水平。此外，中国也将加大

对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处罚，除了提高罚款赔偿上限以及民事司法保护等，也

将加大行事打击力度。 

 

香港方面，反建制运动在周日的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大胜。这或许将给特区政府

带来更多压力。从好的方面来看，这或许会使香港从暴力活动中暂时获得喘息

机会。数据方面，8 月至 10 月失业率上升至 3.1%，为 2017 年 10 月以来最

高。具体而言，零售丶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的失业率上升至 5%，为 2017 年初以

来最高的水平。持续的社会不稳定为零售丶酒店及餐饮行业造成重大冲击，从

而令以上行业的招募情绪转弱。展望未来，我们并不排除失业率在未来数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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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上升的可能性。首先，由于社会动荡尚未有结束的迹象，这些行业的经营

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而失业率亦可能继续上升。其次，市场对贸易风险的忧

虑未消退，贸易业的就业情况或仍然不稳定。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人权及

民主法案。隔日，美国众议院以 417 票支持 1 票反对大比数通过采用参议院

版本的香港人权法，并将交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成为正式法律。美国总

统将有 10 天时间考虑接纳或行驶否决权。短期内，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对香

港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我们认为中美贸易谈判持续进行，即使法案获得通

过，美国国务卿就香港自主度的评估，或不会轻易改变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地

位，以免影响中美关系改善。此外，我们关注这会否形成连锁效应，驱使美国

盟友包括欧盟丶英国丶加拿大及日本等国家，采取类似行动重新审视与香港的

关系。澳门方面，澳门 10 月访客人数按年增长 1.76%至 3,209,751 人，主要是

受惠于黄金周假期。简而言之，我们预期未来数月不过夜旅客人数将维持强劲

的增长。不过，受中国经济增速放慢丶澳门元偏强及香港社会事件产生的负面

溢出效应影响，澳门入境旅客人数的增长可能维持温和。这或进一步拖累餐饮

业丶零售业及博彩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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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和市场热点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央行 18 日下调 7 天逆回购利率 5 个基点，是

2015 年 10 月以来的首次下调。 

▪ 近期一系列操作包括公开市场利率下调以及流动性注入显

示中国加强了逆周期调控。 

▪ 虽然中国多次重申稳健货币政策框架，但是对逆周期措施

的依赖上升显示央行在货币政策上依然保持灵活。我们认

为未来央行依然可能通过降准等方式来实现降低融资成本

的目标。不过，我们并不信服中国已经进入降息周期。 

▪ 中国在 20 日的月度定价中下调了 1 年期和 5 年

期 LPR 利率。 

▪ 1 年期 LPR 定价的下滑与市场预期一致。不过市场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 5 年期 LPR 定价的下滑。毕竟这是过去三个月

来首次下调 5 年期利率，而 5 年期利率走势很大程度与政

府对房地产态度有关。 

▪ 结合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没有提到“房住不

炒”，这也给了市场希望中国可能微调房地产市场从而缓

解经济尾部风险。 

▪ 央行行长易纲上周表示将加大逆周期措施来支

持经济。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则表

示地方政府应该被给以空间来因地制宜制定地

产政策。 

▪ 此外，央行上周也与各大行召开了信贷会议，

通过加强信贷支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 在全球不确定因素上升以及中国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大环

境下，未来一段时期，逆周期或许将成为中国政策导向的

关键词。 

▪ 财政依然将在逆周期中扮演主要角色，尤其是通过地方政

府专项债发行等。货币政策方面，信贷窗口指导或许将成

为新的逆周期措施。此外，我们也认为中国也将继续通过

降准以及下调银行间利率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 上周贸易谈判进展一波三折。周三特朗普总统

表示中国的态度还未到他想要看到的程度。 

▪ 不过周四媒体爆出刘鹤副总理对贸易协议保持

谨慎乐观。 

▪ 而周五习近平主席也表示中国想要在互相平等

和尊重的前提下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 虽然近期中美贸易谈判前景被香港人权法案复杂化，不过

我们依然认为双方依然愿意做出妥协，从而使我们相信达

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概率依然较高。 

▪ 中国周日公布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全文。 

▪ 新的意见全文涵盖了 7 个领域包括总体要求，确立知识产

权的政策导向，加强社会监督，优化协作，健全国际沟通

和协作，加强基础建设支撑以及确保实施力度等。 

▪ 最新目标显示中国力争到 2025 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

度达到并保持高水平。此外，中国也将加大对违反知识产

权保护的处罚，除了提高罚款赔偿上限以及民事司法保护

等，也将加大行事打击力度。 

▪ 上周，美元兑港元的现价在 7.83 的下方盘整。

在阿里巴巴新股集资的效应过后，港元利率回

▪ 展望未来，我们预期当阿里巴巴新股集资的效应消退后，

港元利率可能继续回调。不过，港元利率进一步下行的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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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显著地，于 11 月 15 日至 22 日期间，一个

月 港 元 拆 息 连 续 第 六 个 交 易 日 下 跌 至

2.1153%。此外，尽管香港局势持续不稳定，惟

这对市场的情绪影响较少，恒生指数于上周仍

然增长 0.5%至 26595 点。 

度可能有限，尤其是期限较短的流动性 (一星期至一个

月)。由于月结因素及 12 月的年结因素临近，当市场参与

者为以上因素预留资金做准备时，港元流动性可能再度趋

紧。这加上虚拟银行将提供服务(最快可能在年底或明年

初)及对香港局势及前景不明朗的忧虑，港元利率或维持震

荡上行的走势。简而言之，一个月及三个月港元拆息短期

内料分别在 2%及 2.1%找到较强的支持。而美元兑港元的

现价或继续维持在 7.82-7.84 的区间波动。 

▪ 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隔

日，美国众议院以 417 票支持 1 票反对大比数

通过采用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法，并将交予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成为正式法律。美国

总统将有 10 天时间考虑接纳或行驶否决权。 

▪ 未来将会有三种主要可能性，分别是 1) 若美国总统否决相

关草案并提供足够理据，法案将返回国会重新审议。若议

案最终仍获国会三分二大多数支持，这将推翻总统的否决

权。由于两院几乎以全票支持的情况通过法案，国会或可

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 2) 如果国会在这 10 天内停止运作

或休会，法案在 10 天后被技术上称为遭到“袋口否决”

（pocket veto）。 3)若国会正常运作，即使美国总统在 10

天内未有签署法案，在 10 天期限过后法案将自动生效成为

法律。或者总统直接签署相关法案，使其正式生效为法

律。根据近期报导，尽管中国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市场

普遍认为特朗普将会签署相关法案。 

▪ 在参议院版本的框架下，美国国务卿将需要每年至少提交

一份报告证明香港是否仍然拥有足够的自治权，以符合美

国给予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地位及金融业特殊待遇的要

求。此外，法案亦将授权对损害香港人棹的个别人士及官

员作出制裁包括资产冻结及入境限制。 

▪ 短期内，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对香港经济的短期影响有

限。我们认为中美贸易谈判持续进行，即使法案获得通

过，美国国务卿就香港自主度的评估，或不会轻易改变香

港特别关税区的地位，以免影响中美关系改善。此外，我

们关注这会否形成连锁效应，驱使美国盟友包括欧盟丶英

国丶加拿大及日本等国家，采取类似行动重新审视与香港

的关系。事实上，报导指英国将在脱欧后实施针对违反人

权的马格尼茨基法案。 

 
 

主要经济数据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中国基本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最新公

布的 2018 年 GDP 名义规模上调 1.897 万亿元，

▪ 中国的全国经济普查每 5 年在尾数逢 3 和 8 的年份进行。

本轮的第四次经济普查由 2018 年开始。根据统计局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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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 2.1%，至 91.93 万亿元。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上调 1.1%至 53.3%，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比重分别下滑 0.2%和 1%至 7%和 39.7%。 

▪ 不过过去几年实际 GDP 增幅调整尚未公布，估

计可能在 12 月公布。 

共有 160 万人参与了调查，共普查了 1 亿多对象，摸清中

国的家底。 

▪ 虽然普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经济结构，摸清家底，但是市

场的焦点往往放在过往 GDP 的修正上。尤其是 2020 年是

中国收入翻番目标的最后一年。传统的观点认为，如果

2019 年 GDP 如预期增长 6.1%的话，那意味着为了实现目

标 2020 年经济增长需要增长 6.2%左右。在当前全球不确

定因素上升的大背景下并不容易实现。不过，如果过去几

年增幅被小幅上调的话，那也意味着 2020 年增长压力将减

少。 

▪ 在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时候，2009 年到 2013 年平均经济增

幅小幅增长 0.1%。而市场也将关注此次普查是否会有类似

的结果和效果。 

▪ 香港 8 月至 10 月失业率上升至 3.1%，为 2017

年 10 月以来首次录得。 

▪ 具体而言，零售丶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的失业率上升至 5%，

为 2017 年初以来最高的水平。持续的社会不稳定为零售丶

酒店及餐饮行业造成重大冲击，从而令以上行业的招募情

绪转弱。此外，金融业的失业率上升至 2.2%。由于外部及

本地风险因素充斥，对经济前景不明朗的忧虑升温，令金

融业的招聘活动转趋审慎。就正面因素而言，贸易业的失

业率下降至 2.3%。市场对中美短期内或达成第一阶段贸易

协议的乐观憧憬，有助收复部分投资及营商的信心，从而

提振对劳动力的需求。 

▪ 展望未来，我们并不排除失业率在未来数月进一步上升的

可能性。首先，由于社会动荡尚未有结束的迹象，这些行

业的经营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而失业率亦可能继续上

升。其次，市场对贸易风险的忧虑未消退，贸易业的就业

情况或仍然不稳定。再者，由于市场忧虑香港经济前景或

恶化，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招聘情绪可能仍然较弱。 

▪ 澳门 10 月访客人数按年增长 1.76%至 3,209,751

人，主要是受惠于黄金周假期。具体而言，不过

夜旅客 (按年增长 8.13%)依然是主要的增长来

源。不过，同期留宿旅客连续第四个月录得下

跌，按年减少 4.84%至 1,474,919 人。因此，不

过夜旅客占总旅客人数的比例由上月的 50.2%反

弹至 54%，而平均旅客逗留的时间减少 0.1 日至

1.2 日。 

▪ 具体而言，按旅客的来源地方分类，来自香港旅客的增长

维持稳健，按年增长 11.5%，而来自中国内地旅客人数的

增长则放慢至 1.5%。其中，通过陆路访澳的旅客人数按年

增长 21.6%，而其中超过 14%的旅客是通过港珠澳大桥到

访澳门。 

▪ 数据反映基建改善继续为澳门的旅游业提供支持，其中不

过夜旅客人数持续录得强劲的增长。此外，香港社会持续

不稳定，这亦驱使部分旅客转到澳门旅游。不过，由于留

宿成本高企及缺乏新大型娱乐项目落成，这继续削弱旅客

留宿澳门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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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我们预期未来数月不过夜旅客人数将维持强劲

的增长。不过，受中国经济增速放慢丶澳门元偏强及香港

社会事件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影响，澳门入境旅客人数的

增长可能维持温和。这或进一步拖累餐饮业丶零售业及博

彩业的表现。 

 
 

人民币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人民币上周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小幅走弱。 ▪ 人民币的走弱主要受对贸易协议没有进展的担忧影响。 

▪ 不过鉴于香港人权法案等一系列事件很难定价，市场虽有

小幅波动，但并没有出现剧烈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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