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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郵稱三中資行違令或遭美重罰

中方反對美長臂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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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 9 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 5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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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峰會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
在即，華盛頓郵報稱，美方對在美
中資銀行進行打壓。

市場掃描

內銀股捱沽
招行挫近 8%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智榮報道：G20 峰會本周將於日本大阪舉行，外界正憧
憬中美或於貿易議題 「破冰」 之際，外媒一篇報道卻拉緊談判氣氛。報道稱，美
國法院裁定三家中資銀行因拒絕遵守傳票藐視法庭，最終可能被頒令禁止其接觸
美元交易。對此，外交部發言人昨回應指，中方一貫反對美方對中國企業進行所
謂 「長臂管轄」 ，希望美方加強與各國在金融監管等領域的雙邊合作。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法官裁定三家中資銀行藐
視法庭，因其試圖拒絕遵守就違反朝鮮制裁的傳召令。報
道根據美國司法部文件推斷，涉事銀行分別為：交通銀
行、招商銀行及浦發銀行。報道引述美國法院裁決詳情，
指事件與 2017 年民事財產沒收行動有關。當中，一家香
港公司被指為朝鮮國營銀行──朝鮮貿易銀行清洗逾一億
美元；當時，美國司法部認為，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及浦
發銀行與該香港公司有聯繫。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
指，中國政府一向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全面落實聯合國
安理會通過的各項決議。中方不但要求金融機構企業和
個人嚴格遵守聯合國的制裁決議，也一貫要求中資金融
機構在海外的分支機構，要嚴格遵守當地的監管法律法
規，依法合規經營，同時配合好當地的司法，執法部門
的監管行動。
耿爽強調，中方一貫反對美方對中國企業進行所謂的

「長臂管轄」，希望美方加強與各國在金融監管等領域的
雙邊合作，包括合乎各方國內法的信息交流，通過雙方的
司法協助和監管合作渠道來解決跨境信息的共享問題。

有關銀行回應澄清無被調查
昨午，被傳涉事的三家銀行均已向媒體作出回應，指目
前沒有受到任何因涉嫌違反制裁法律的相關調查。
交通銀行回應指，該行積極主動遵循內地和海外機構所
在地的法律、監管規則，依法合規開展經營活動，目前沒
有受到任何因涉嫌違反制裁法律的調查。
招商銀行指，該行一直嚴格遵守中國法律及聯合國的
相關決議，未有受到任何相關調查。該行又指，注意到
《華盛頓郵報》相關報道，事件涉及美國法院向中資商
業銀行調取客戶信息，屬於跨境調查取證的司法協助範
疇，應依據中美兩國簽署的《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
進行司法互助。

浦發銀行亦澄清，未因涉嫌違反任何制裁法律而受到相
關調查，並透露事件起源於美國司法機構在對客戶進行調
查時，要求該行直接提供資料，惟根據有關法規，任何組
織、個人或者其他實體均不得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向境
外提供客戶資料。

中美團隊就「習特會」溝通
據新華社報道，6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國
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鉧欽通話。雙方按照兩國元
首通話的指示，就經貿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同意繼續保持
溝通。另有消息指，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將
在本周六（29 日）出席 G20 峰會期間會面。
耿爽表示，中美雙方團隊正按兩國元首的指示，就兩
國元首會晤的安排進行溝通。他相信今次 「習特會」
將是一次非常重要會晤，兩國元首將就兩國關係中的
根本性問題交換意見，中方希望有助於促進雙方加深
互信、化解分歧及解決雙方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強
調中方始終致力於同美方一道發展以協調、合作、穩
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
同為此作出努力。
對於有報道指，美方為與中方恢復貿易談判，避免貿易
戰升溫，已暫停向台灣出售武器；特朗普政府亦無就跨黨
派議員重推《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表態，耿爽指，不論
涉台抑或涉港，都是中國內部事務，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干
涉。

中美金融戰苗頭乍現？
【香港商報訊】記者
朱輝豪報道：據華盛頓
郵報報道，中國三家大
型銀行（交通銀行、招
商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的美國分行在對朝鮮違反制裁的
調查中拒絕接受傳票，或面臨被切斷美元清算管道的風
險，美財政部和司法部後續可能介入。此事蹊蹺之處在於
G20 峰會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在即，市場因此普遍認為美
方可能是在特朗普政府授意下，對在美經營的中資銀行進
行打壓，並以此作為和中國談判的籌碼。從制裁中國企業
到金融企業，美方加緊向中國施加極限壓力，事情最終走
向仍有待觀察。

專家觀點

美極限施壓或為談判籌碼
深圳大學經濟學院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次事件可以看作是美方在和中方談
判前將此作為籌碼，來對中方進行施壓。他指，中美貿易
戰打到今天這個地步，很多事情可能已經得不到一個客觀
的事實。出於國家利益考慮，美國的法律也已經很難進行
公平的審判。所以，如果中國企業被美國抓住把柄而沒有
回應，美方就會不斷採取行動進行打壓。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華盛頓郵報此
篇報道可能存在斷章取義，有傳播一面之詞之嫌。美國長

臂管轄由來已久，對銀行和實體企業以違規經營、洗錢等
罪名進行罰款也屢見不鮮。自從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
銀行總計被罰款超過 2430 億美元，即使華盛頓郵報報道
有一定事實依據，罰款也是最可能的結果。而要中方在美
經營的幾家銀行完全配合美方調查，涉及美國法院向中資
商業銀行調取客戶信息，屬於跨境調查取證的司法協助範
疇，根據中國法律相關規定，也須中美協商而後定。

中美爭端尚未到極端境地
除了對中國電信巨頭進行全面制裁外，美政府稍早前還將
多家中國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有分析認為，中美貿易戰
已超出經貿範疇，從貿易戰打到科技戰，最終會蔓延至金融
戰。此次中資銀行事件或許是未來中美金融戰的一個苗頭。
沈建光認為，中美雖然有諸多分歧，但爭端蔓延至金融
領域，發生金融戰乃至金融系統互相隔離，實為最差結
果。當然，現有情形遠未到如此極端的境地。他指，華盛
頓郵報先入為主的主觀性判斷，傾向性明顯。這表明，西
方主流媒體在新聞報道中的 「傲慢與偏見」可能超出一般
認知──因此，在面對西方媒體鋪天蓋地的信息時，須冷
靜分析、綜合判斷，而非不分青紅皂白地全盤接受。

或為美內部矛盾體現
中國人民銀行旗下的《金融時報》昨日採訪業內資深人

士指出，該報道並非針對最近發生的事件，報道中所指調
查已在今年 3 月一審，仍在司法進程中。據了解，傳票之
爭還將於 7 月 12 日在華盛頓的一家法院進行二審。另外，
對於美政府是否會對此三家銀行採取措施，美地區檢察官
辦公室發言人未予評論。目前沒有確鑿資訊表明中資銀行
會受到制裁。上述人士認為，預計中資銀行應也不會失去
美元清算資格，市場對此不應過度解讀。
沈建光亦提到，今次事件報道時間很微妙，未必是特朗
普政府打壓中國的主動之為，反而可能是美國國內矛盾和
分歧的集中體現。他指，在 G20 峰會舉行前夕釋放這個信
號，製造不和諧音符，華盛頓郵報頗有讓特朗普 「難堪」
的意味。美總統大選臨近，最新民調顯示特朗普支持率落
後於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10 個百分點，特朗普為全力爭取
連任將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把中美關係和雙邊談判向前推進
的機會。
「不管是對中國科技企業進行制裁，還是對中資銀行施
加壓力，都是在中美貿易磋商未取得進展的情況下出現
的。一旦中美貿易協議能夠達成，這些涉及到制裁中國企
業的問題都會得到妥善處理。」國世平表示，即將到來的
G20 峰會上，中美有可能會確定下一階段談判時間，而不
會在這次峰會有任何協議上的內容達成，中美貿易戰仍充
滿諸多不確定性。但如果最終被迫打到金融戰，對雙方來
說都將是毀滅性的。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智榮報道：
三 間 大 型 中 資 銀 行 —— 交 通 銀 行
（3328）、招商銀行（3968）及浦發
銀行被指涉嫌違反朝鮮制裁令，受此
利空影響，內銀股昨現大跌，其中招
商銀行（3968）挫近 8%，其他內銀
股亦紛紛下滑。
雖然三家銀行昨午分別作出澄清回
應，但內銀股昨日仍全線下跌。其
中，招行一度瀉逾 10%，收市報 38.5
元，仍重挫 7.7%。其次為交行，收報
5.95 元，挫 3.7%。
其餘內銀股下滑逾 1%。其中，工
行（1398）收報 5.61 元，下跌 1.3%；
中 行 （3988） 收 報 3.23 元 ， 下 跌
1.2%；農行（1288）收報 3.24 元，下
跌 1.2%；建行（939）收報 6.51 元，
下跌 1.2%。
A 股 方 面 ， 交 行 （601328.SH） 收
報 6.1 元 ， 跌 3.02% ； 招 行 （600036.
SH）收報 36.13 元，挫 4.82%；浦發
銀行（600000.SH）收報 11.66 元，跌
3.08% 。 其 他 內 銀 A 股 亦 現 普 遍 下
滑。

傳聞未經證實
毋須過分解讀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廖
群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如果有關
報道所指事件屬實，將意味中美貿
易爭端已從關稅戰、科技戰，進一
步升級到金融戰。由於大部分國際
業務均使用美元交易，若三家銀行
受制裁，將影響相關銀行的國際業
務，但他相信事件短期不會發展到
這麼壞的地步。他指，由於關稅戰
對美國影響大，美國因而將矛頭轉
向科技戰和金融戰，因科技戰及金
融戰對美國損害小，而中國的反制
能力相對有限。
匯盈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則指，受
事件影響，或令市場對中美貿易談判
前景更為悲觀，若三家銀行被禁止在
美國進行美元交易，將影響銀行的美
國相關業務。他預計，內銀股中長期
繼續受負面因素困擾，包括違約風險
上升以及撥備和壞帳增加等。廖群亦
認為，內銀股前景負面，主要因中美
貿易戰影響內地經濟及進出口，而人
行寬鬆貨幣政策僅可抵銷一部分負面
影響。
不過，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
志認為，有關報道其實只是一則未
經證實的傳聞，市場毋須過分解
讀。他指，招行股價大跌，主要因
其累積升幅已大，最近股價更創歷
史新高，昨日急跌屬消息觸發獲利
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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