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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對美國「香港自治法案」

港股好淡角力微升 3 點
三大成交金額股份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成交金額(億元)

中芯國際(981)

38.45

139.64

騰訊控股(700)

543

119.34

阿里巴巴(9988)

243.40

56.2

五大升幅藍籌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升幅

申洲國際(2313)

95.80

4.70%

騰訊控股(700)

543

3.43%

創科實業(669)

83.10

2.85%

石藥集團(1093)

16.26

1.50%

新世界發展(舊)(2909)

39

1.30%

五大升幅國指

恒指昨日波幅 589 點，最終微升 3 點收市。

中通社

【香港商報訊】美國總統特朗普昨簽署《香港自治法案》，並簽署一項行
政命令，撤銷美國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不過，港股對此反應 「冷淡」 ，恒指
昨日高開低走，全日波幅 589 點，好淡角力下最終微升 3 點，而國指則僅跌
14 點，大市全日成交 1641.7 億元。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升幅

申洲國際(2313)

95.8

4.70%

安踏體育(2020)

73.35

3.97%

騰訊控股(700)

543

3.43%

華潤啤酒(291)

49.65

2.58%

世茂集團(813)

33.65

2.28%

新經濟股亦個別發展。阿里巴巴(9988)升 1.2%；美
團點評(3690)險守 200 元關，收報 200.6 元，升 1.8%。
小米集團(1810)及京東(9618)跌 0.3%及 0.2%。手機設備
股急挫，瑞聲科技(2018)及舜宇光學(2382)分別跌 5.9%
及 3.1%，高偉電子(1415)及丘鈦科技(1478)各跌 3.8%至
4.7%。

港股成中概股回歸蓄水池
恒指昨日大幅高開 410 點，報 25888 點，為昨早高
位所在。獲利盤湧現下，10 天線(25746 點)得而復失，
大市升勢不保，一度倒跌 178 點，低見 25299，臨近午
市跌幅略收歛。午後大市好淡拉鋸，於 25450 點附近
上落，最終恒指收報 25481，微升 3 點或 0.01%；國企
指數收報 10390，跌 14 點或 0.14%。

建議維持炒股不炒市策略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向本地媒體表示，港股過
去一周先升後整固，恒指最高曾見 26782 點。但由於
環球經濟復蘇步伐未如預期，加上疫情出現反彈，在

多個不明朗因素下，獲利盤湧現，短期內料大市仍然
反覆。不過，3 月以來港股每次調整的浪底呈一浪高
於一浪，技術形態仍佳，料現時仍處於健康調整，投
資者毋須過慮，恒指於 25000 至 25200 點料有一定支
持，建議維持炒股不炒市策略。
幾隻藍籌股創新高。蒙牛乳業(2319)開市挾上 36.55
元歷史高位後回吐，收市倒跌 0.7%報 34.8 元。中生製
藥(1177)及創科實業(669)早段亦破頂，收市分別升
0.8%及 2.8%。此外，周四回歸 A 股科創板上市的中芯
國際(981)早段爆上 44.8 元新高後 「散水」，收市倒跌
8%報 38.45 元。

展望後市，海通證券認為，港股將成為中概股回歸
潮的蓄水池，迸發新一輪活力。從投資主線看，可以
關注兩類機會：一是高息股，二是內需相關板塊。新
基建方面，主要聚焦科技，在大方向上與內地產業結
構向資訊化調整的方向一致。以 5G 代表的新一輪科
技周期才剛剛開始，預計這次基本面回升也要持續兩
年，從硬體到內容、軟件、應用場景不斷擴散。
艾德證券期貨聯席董事陳政深亦表示，環球游資仍
然充裕，需要找資產買入，所以不少強勢股調整過後
再錄資金追捧，其中科技股仍可看高一線。預期恒指
升至接近 26000 點會遇上阻力。

美制裁對樓市影響不明顯

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貿易戰及本地社會事件連串
衝擊下，本港樓市表現仍硬淨。
資料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受新冠肺炎疫
情、中美貿易戰及修例風波連串衝擊，本港二手樓
價首季亦只是錄得輕微調整 ，次季更觸底反彈回
升。香港置業行政總裁李志成認為，數據反映樓市
表現硬淨。

祥益地產總裁汪敦敬認為，美國只是出政治口
術，對香港樓市影響有限。美國制裁最多影響香港
的 GDP2%至 3%，相信疫情第三波爆發對經濟影響更
加明顯。大家都可以看到，昨日港股表現仍然穩
定，證明市場已經消化相關消息。

銀紙貶值磚頭保值

剛需仍強

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剛簽署的《香港自治法案》
及指示撤銷美國對香港特殊待遇，李志成相信，市
場短期內或需要時間消化；不過，現時全球放水資
金氾濫，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升至逾 1800 億元高位，
資產價格勢將水漲船高，銀紙貶值、磚頭保值的趨
勢越見明顯，加上普遍業主叫價態度強硬，預料本
港樓價大跌的機會有限，故維持全年樓價波幅 5%的
預測。

另外，會德豐(020)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也表示，
美國總統簽署《香港自治法案》對香港樓市發展
不會有明顯影響，因為樓市剛性的需求仍強勁 ，
如 集 團 旗 下 近 日 推 出 的 將 軍 澳 日 出 康 城 MARINI
系列、藍田 KOKO HILLS 等樓盤，都錄得不俗銷
情，反映市民仍具置業意欲，並對前景具信心，
加上低息環境料將持續一段時間 ，對樓市均屬正
面。

騰訊推政務雲 2.0
【香港商報訊】騰訊(700)昨日舉行政務戰略發布
會，將以新的戰略幫助政府建設發展，發布騰訊政務
雲 2.0，未來提供的政務雲，除了供政府內部使用，同
時提供公有雲，配合新基建融合創新。

健康碼提升成市民碼用於交通
騰訊副總裁兼騰訊雲總裁邱躍鵬表示，疫情令政府
服務出現了變化，健康碼在防疫上有其功用，未來亦
可考慮提升功能成為 「市民碼」，用於交通等方面。
騰訊雲副總裁羅朝亮稱，騰訊已提供逾 100 個疫情
服務平台，平台總訪問量逾 370 億次，而健康碼亮碼
人次逾 130 億。他宣布推出新一代 WeCity 技術平台，
稱疫情之下，發現用戶端及企業端應融合及連結，當
中需要公有雲支撐。 新一代 WeCity 技術平台旨在建
設全域數字底座、打造一體化融合引擎，並升級 6 大
領域能力，包括服務能力、協同能力、監管能力、決

策能力 、治理能力及產城能力 ，最終將政府 (用戶
端)、市民(用戶端)及企業(企業端)打通。
今次集團另發布 Weapps 一站式應用研發平台，目標
包括年底前建設 20 個未來城市、在 10 個垂直行業取
得突破。

騰訊政務雲 2.0，除了供政府內部使用，同時提供公
有雲，配合新基建融合創新。
截自騰訊雲網頁

市場
動態
豐：無固定住址亦可開戶
豐(005)昨日表示，即日起可為無家者或因住分間
單位無法使用郵政服務的香港居民，提供基本銀行戶
口服務，有關人士毋須提供固定住址亦可開戶。豐
為全港首家為該類人士提供服務的銀行，該項舉動旨
在讓有關人士領取綜援及尋找長期工作更為便利，亦
可保證其財產安全。
在開立戶口時，有關人士須首先取得指定的非政府
機構的轉介信，確認開立銀行戶口的原因，然後在非
政府機構援助者或社工陪同下，帶同轉介信及身份證
明檔到指定分行辦理手續。申請獲批後，客戶將收到
自動櫃員機提款卡和密碼，而該非政府機構的地址將
用作客戶的通訊地址，即可接收該行發出的通訊檔。

利豐研究：內地百貨零售業績佳
利豐研究中心與中國百貨商業協會昨日發表
《2019-2020 中國百貨零售業發展報告》，對內地百
貨零售企業境況作出分析，並對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分析指，今年剛過去的 5 月，內地多家百貨業績創新
高，甚至錄得雙位數增長，反映疫情儘管對百貨零售
業造成打擊，但整體趨勢向好。其次，疫情令百貨企
業加速了線上與線下的全管道業務。
此外，報告另對內地百貨企業的發展提出四大方向
的建議，四個方向分別是：構建更精準的數碼化策
略、提升商品質量和增加商品種類、善用會員制營
銷，添加科技應用和體驗式消費元素。

中聯重科料半年純利增逾五成
中聯重科(1157)發出盈喜，料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 38 億至 42 億元
人民幣，按年漲幅介乎 47.5%至 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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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指數升 0.77%
連續 4 個月創新高
【香港商報訊】6 月中原大灣區指數報 120.11，較
上月升 0.77%，指數連續 4 個月創歷史新高。中原地
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上半年
受新冠肺炎的影響，整體大灣區物業市場成交量嚴
重受壓，但隨內地疫情快速受控，經濟活動亦迅
速回復，總結 2020 年上半年，中原大灣區指數錄 5%
的升幅。
深圳指數更跑贏大市，成交量大幅反彈，二手網
簽量創 2016 年 3 月以來新高，令樓價指數亦因而再
創新高，6 月份更創 46 個月最大升幅，反映於低息
環境及各國量寬兩大因素下，資產持續受追捧，黃
金亦已升穿 1800 美元一盎司，相信大灣區物業將持
續受支持。至於香港，近日新冠肺炎病毒再度肆
虐，港府再度收緊防疫措施，料物業市場睇樓及成
交量將受影響，待疫情受控後，相信香港樓市反彈
力將相當驚人。

可留意惠州中山兩市發展
中原研究院的地產快訊特別提到惠州市和中山
市，惠州市出台計劃推動旅遊產業的發展，將旅遊
區域板塊串聯起來。此舉構建資源共用、優勢互
補、客源互通、發展共贏的文旅發展新格局，提升
區域文旅消費，打造具有惠州本地特色的旅遊勝
地。而今年初中山市政府確定 2020 年為 「交通攻堅
年」，將投入 1500 億元以上，構建內聯外通、高效
銜接的現代化綜合交通路網。
中原地產發布的 6 月份大灣區 12 個指數中，4 個
指數創歷史新高，包括大灣區指數、深圳指數、
東莞及惠州指數，12 個指數中共 7 個指數錄得上
升，幅度由 0.03%至 3.98%不等，錄得跌幅的指數
共 4 個 ， 跌 幅 由 0.48% 至 2.22% ， 另 外 江 門 指 數 無
升跌。

大灣區指數近半年表現
月份

大灣區指數

變幅

1月

114.99

+0.48%

2月

115.51

+0.45%

3月

116.50

+0.86%

4月

117.18

+0.58%

5月

119.19

+1.72%

6月

120.11

+0.77%

甲廈空置率升至 7.6%
下半年租金跌幅料收窄
【香港商報訊】仲量聯行在昨日的記者會上透
露，上半年整體甲級寫字樓新承租樓面面積按年
下跌 53%。整體甲級寫字樓市場期內綠得 142 萬平
方呎負吸納量，為有紀錄以來整體市場最高的負
吸 納 量 。 甲 級 寫 字 樓 的 空 置 率 升 至 7.6% ， 是 自
2009 年 9 月以來的新高。上半年退租的樓面面積
高 達 130 萬 平 方 呎 ， 為 18 年 來 的 新 高 ， 當 中 74%
的面積位於港島區。
中環甲級寫字樓租金減少 17.6%至每平方呎 100
元，該區租金自去年 4 月高位下調了 23.3%。仲量
聯行商業部主管鮑雅歷表示，寫字樓全年跌幅將
達 20%至 25%。中環租金在空置率上升的情況下，
面臨的下調壓力將為各區最大，估計全年租金將
減少 25%至 30%，但下半年跌幅料將會收窄。
四大購物區的街舖租金上半年按年下跌 26.5%，而
同期優質購物商場的租金亦下跌 20.8%。仲量聯行香
港商舖部主管唐偉樂表示，預計今年街舖租金將下
跌 35%至 40%，而高級購物商場的租金跌幅則為 25%
至 30%。
至於中小型住宅樓價於第一季下跌 2.9%後，於第
二季反彈 5.3%。仲量聯行香港主席兼資本市場部主
管曾煥平預期，中小型住宅樓價今年將下跌 5%至
10%，豪宅樓價將下跌 10%至 15%。

本港寫字樓租金表現
地區

租金上半年表現 今年租金預測

中環

▼17.6%

▼25%至 30%

灣仔/銅鑼灣

▼9.2%

▼20%至 25%

港島東

▼8.1%

▼10%至 15%

尖沙咀

▼9.2%

▼15%至 20%

九龍東

▼8.2%

▼10%至 15%

整體

▼13.2%

▼20%至 25%

資料來源：仲量聯行

工商舖半年買賣創新低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利嘉閣(工商舖)
引述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截至 6 月 30 日為止的
2020 年上半年，全港共錄得 1418 宗工廈、商廈及店
舖物業買賣登記，涉及登記金額達 212.66 億元，創
歷史新低，主要由於疫情肆虐影響。
利嘉閣指，今年上半年工商舖受疫情影響，成交
量創歷史新低。預料下半年隨疫情受控，中美經濟
角力，反令中資概念股加快回流香港上市，有助增
加商廈物業的需求，一旦香港及內地各口岸恢復通
關，零售及餐飲店舖可望有較顯著復蘇。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董事黃應年指，工商舖交投較
2003 年沙士、2008 年金融海嘯，以及 2013 年推出辣
招時等市況更為慘淡，加上本港近日出現疫情第三
波，為市場增添不確定性。但他相信若有疫苗面
世，將可紓緩影響。此外，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
會局勢已轉趨穩定，如果兩大主要困擾大市的因素
持續好轉，工商舖市場下半年或將出現報復性反
彈，料今年下半年成交量回升至 1820 宗水平，惟成
交造價仍有壓力料錄 245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