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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和中国宣布达成“历史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

文件，协议将涵盖包括知识产权，科技转移，农业，金融服务和汇率等多方

面。此外，文件也显示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从美国多进口 2000 亿美元商品和

服务。 

 

虽然关税取消的力度远低于预期，仅仅下调从 9 月开始生效的 1200 亿美元商

品 15%额外关税至 7.5%，不过取消计划的 12 月关税依然支持了全球的投资情

绪。 

 

在著名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最后一集，小恶魔对被囚禁的雪诺说了一句非常

经典的话，“没有人开心，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好的妥协”。这句话也同样适用

于目前的中美贸易谈判。或许这是一个好的妥协，至少将给市场几个月的宁静

时光。不过，笔者认为这个仅仅是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因为双方对取消

关税的分歧依然存在。根据莱特希则的说法，特朗普总统并没有保证未来会进

一步下调关税，而过去几天中方领导人的讲话中则普遍认为关税会渐渐取消。 

 

取消 1200 亿美元商品 7.5%的关税，仅下调中国有效关税率 1.7%。这解释了为

什么人民币的强势未能持续。基于目前的关税取消计划，美元/人民币 7 左右

可能是个合理的价位。鉴于双方将为 1 月初的协议签署进行准备，美元/人民

币或许将继续围绕 7 波动。 

 

中国上周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 2020 年设定了政策基调。稳定和灵活性

是两个关键词。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中国政策灵活性上升意味着在经济下滑风

险大幅上升的时候，中国将倾向于宽松。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中国不会进

行大规模刺激。我们预计中国明年的增长目标将定在 6%左右。 

 

香港方面，尽管上周港元流动性未有显著收紧，惟美元兑港元的现价一度下跌

至 7.7990，重返强方兑换保证的区间。这可能受到数项因素的影响。首先，

由于年结因素临近，银行及企业对港元现金的需求上升。其次，美元走弱，加

上资金流入香港股票市场。再者，有传言指由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犹

存，中资企业将美元存款换成港元。展望未来，若是次美元兑港元现价的下行

是由一次性因素所引致，我们认为该货币对子在短期内可能出现反弹。当年结

因素过后，一个月港元拆息或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而三个月港元拆息的调整

压力或相对较轻微。短期内，美元兑港元的现价或维持双向波动的走势。政府

已经推出四轮总值超过 250 亿港元的纾困措施，以缓冲由经济前景转弱及社

会持续不稳定所引致的经济下行风险。尽管如此，香港的企业活动仍然疲软。

由于各项不明朗因素未消退，这可能继续削弱投资及营商情绪。香港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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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不可排除。就正面因素而言，我们相信香港政府在

有需要的时间将拥有足够的能力进一步推出刺激措施为本港经济提供支持。澳

门方面，10 月平均房屋价格按年下跌 12.3%(或按月下跌 1.6%)至 101,813 澳门

元/平方米。数据反映澳门房屋市场的下行走势持续。这可能受到数项不明朗

因素的影响，包括对经济前景不明朗及裁员的忧虑升温及香港社会持续不稳定

衍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展望未来，我们预期澳门楼市在未来数月可能维持下行

的走势。截至年底，全年房屋价格(年初至 10 月份增长 0.6%)可能按年下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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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和市场热点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银保监会上周发布了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 新的指导意见主要是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以及控制

系统性风险，并同时优化结构。 

▪ 新的指导意见也鼓励外资银行加强与总部的合作，进一步

发展包括贸易金融、中小企业贷款、大宗商品融资和理财

管理等产品。此外，也鼓励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和东北等地

区拓展网点。 

▪ 此外，也进一步鼓励银行和保险机构支持直接融资的发

展，并扩大直接融资在融资中的比重。 

▪ 此外，中国也将对战略性行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等行业提供

更多中长期贷款支持。 

▪ 对于市场关心的违约风险。监管将通过多渠道来处理，包

括直接重组、兼并重组、设立专项基金和过桥银行以及引

入新的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来处理。 

▪ 央行与 12 月 27 日召开了四季度货币政策会

议，并在 1 月初召开了工作会议，为今年设定

了政策基调。 

▪ 央行再次重申稳健货币政策，不过加入了灵活元素。这意

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将对下行风险更为敏感。不过

鉴于中国不会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因此大规模宽松的空

间并不大。因此，春节前央行或许将继续通过逆周期措施

包括逆回购、MLF 和 TMLF 来平衡增长和控制风险的关

系。 

▪ 央行宣布加快 LPR 使用的推广。从 2020 年开始

增量贷款将以 LPR 定价，而从 3 月至 8 月，存

量浮动利率贷款可以转换为 LPR 定价基准加点

或是固定利率。 

▪ 不过对于存量商业个人住房贷款，转换时点利

率水平保持不变。 

▪ 利率转换奠定了 LPR 作为未来基准利率的地位。这也为中

国向市场定价的利率体系转变奠定了基础。 

▪ 此外，LPR 的改革延申至存量将有助于降低对实体经济的

融资成本。尤其是 1 月降准后，有助于支持 

▪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尽管政府已经推出多轮纾

困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 事实上，政府已经推出四轮总值超过 250 亿港元的纾困措

施，以缓冲由经济前景转弱及社会持续不稳定所引致的经

济下行风险。尽管如此，香港的企业活动仍然疲软。具体

而言，香港 11 月 PMI 下跌至 38.5，为 2003 年初 SARS 以

来最弱的水平。 

▪ 由于各项不明朗因素未消退，这可能继续削弱投资及营商

情绪。我们预期 12 月经济或难以出现显著的复苏。因此，

香港第四季 GDP 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不可排除。就正面因

素而言，截至 10 月底，香港的财政储备高达 10510 亿港

元，我们相信香港政府在有需要的时间将拥有足够的能力

进一步推出刺激措施为本港经济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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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数据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中国 11 月金融数据普遍超预期。新增社会融资

总量增长 1.754 万亿元，而新增人民币贷款则增

长 1.39 万亿元。 

▪ 不过广义货币供给 M2 增幅放缓至 8.2%。 

▪ 强于预期的信贷数据部分受票据融资反弹的支持。不过表

外融资依然疲弱。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 11 月分别下滑 959

亿元和 673 亿元。 

▪ 中长期贷款保持稳健。不仅仅是企业，住户部门的中长期

贷款也同样保持稳健。显示房地产市场依然稳健。 

▪ 中国 11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4.5%，生产

者物价指数则同比下滑 1.4%。 

▪ 中国的通胀依然是猪肉故事。尽管猪肉价格 11 月的增幅已

经放缓，但是受基数效应影响，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同比

影响依然很大。 

▪ 不过不包括食物和能源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放缓至

1.4%，是 2016 年 2 月以来的新低。 

▪ 消费者物价指数将继续上升，预计明年初突破 5%，但是从

政策角度来看，由于主要是猪肉驱动，对政策的制约可能

有限。 

▪ 澳门 10 月平均房屋价格按年下跌 12.3%(或按月

下跌 1.6%)至 101,813 澳门元/平方米。 10 月份

新批住宅按揭贷款结束过去数月的下行走势，按

年增长 4.4%至 35.2 亿澳门元。尽管如此，同期

房屋成交量按年下跌 12.3%至 659 宗。 

▪ 数据反映澳门房屋市场的下行走势持续。这可能受到数项

不明朗因素的影响，包括对经济前景不明朗及裁员的忧虑

升温及香港社会持续不稳定衍生的负面溢出效应。此外，

房屋调控措施继续打压投机需求，10 月份，持有多于一个

住宅单位的本地买家占总本地买家的比例只占少于 4%。而

本地首置买家(占总本地买家比例超过 82%)继续成为澳门

楼市的主要动力。展望未来，我们预期澳门楼市在未来数

月可能维持下行的走势。截至年底，全年房屋价格(年初至

10 月份增长 0.6%)可能按年下跌 1.5%。 

▪ 长期而言，楼市调整的幅度可能有限。就供应的角度而

言，今年首十个月，新屋动工量及落成量分别按年下跌

78%及 33%，反映房屋长期的供应量有限。我们继续关注

澳门新政府将如何解决房屋供应短缺的问题。 

 
 

人民币 

事件 华侨银行观点 

▪ 美元/人民币上周一度跌破 6.95，不过收盘回到

7 以上。 

▪ 受中美贸易谈判新闻影响，人民币出现大幅波动。尤其是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美国可能会取消一般的关税，这导致人

民币一度大涨。不过随后正式公告中，关税的取消力度远

远低于预期和报道，这也使得美元/人民币重新回到 7 以



华侨银行全球资金研究 

大中华地区一周回顾 

6 January 2020  

Treasury Research & Strategy 5 

 

上。 

▪ 鉴于目前的关税取消计划仅减少中国有效关税 1.7%。美元

/人民币 7 左右可能是个合理的价位。鉴于双方将为 1 月初

的协议签署进行准备，美元/人民币或许将继续围绕 7 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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