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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美聯儲加息0.25厘，金管局昨跟隨上調貼現窗基
本利率0.25厘至5.25厘。局方表示，未來一段時間，美
國利率走勢將繼續存在頗大的不確定性，而近日個別美
國銀行的財政狀況和流動性出現問題可能引致信貸收
緊，繼而影響經濟活動並左右貨幣政策仍有待評估；儘
管外圍市況波動，香港金融及貨幣市場運作繼續維持暢
順，金管局會密切監察市場變化，維持貨幣及金融穩
定。

1個月HIBOR連跌兩日
至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方面，與樓宇按揭

相關的1個月HIBOR連跌兩日，報3.35357厘，跌1.53點
子。短線拆息方面，隔夜HIBOR報1.94905厘，跌44.88
點子。中長線拆息方面，3個月HIBOR報3.74625厘，升
2.46點子；12個月HIBOR報4.25458厘，升0.37點子。

今次，本港主要銀行繼2月初美聯儲議息後，再次未有
跟隨美聯儲 「加P」。其中，豐銀行最優惠利率（P）
維持5.625厘不變，而該行對上一次是於去年12月16日
「加P」，當時上調0.25厘。中銀香港（2388）同樣維持

P 為 5.625 厘不變。另外，渣打（香港）及恒生銀行
（011）同樣維持P不變，分別為5.875厘及5.625厘。

分析：P或已到頂
臻享顧問董事總經理王良享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稱，

儘管港匯近日貼近1美元兌7.85港元的弱方兌換保證，但
沒有引致金管局入市干預；加上近日1個月及3個月美元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美元LIBOR）仍高於HIBOR約1.2
厘，反映資金非但沒有流出，反而有流入。他又指，在
歐美銀行陷入危機之下，市場沒有人做套息交易，觀乎
港息仍可與美息保持一段距離，相信P已到頂。

至於美息走勢，王良享預計，當前美國銀行流動性問
題有機會發展成信貸緊縮。屆時，或因收緊貸款標準，
拖累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通脹回落。他又預計，美聯儲9
月有機會減息，但由於當前並非另一次 「雷曼時刻」，
預期減息步伐將較今次加息周期為慢。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殷接受記者訪
問時相信，不少銀行認為若再 「加P」或會影響其按揭業
務，故寧願淨息差收窄，亦希望藉此保住貸款增長。他
相信，若美聯儲下次加息 0.25 厘，港銀有機會屆時再
「加P」0.125厘，之後完結今次加息周期。至於美聯儲

何時減息，他相信，雖然市場估計今年底有機會減息，
但觀乎美聯儲仍擔心美通脹高企，故認為美國貨幣政策
轉向將會從明年才開始。

港銀未有加P壓力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表示，本港拆息在美加

息期連續兩日倒跌，反映大型銀行現階段未有加 P 壓
力，故決定最優惠利率 P 維持不變；觀乎美國今次加
息周期有望於今年 5 月或之前見頂，相信香港今次加

息周期很大機會已完結，但按息今年內仍將處於 3 厘
以上。

王美鳳續稱，香港加息幅度大大低於美息，而是次加
息周期港美息加幅差距屬歷年最大，導致香港按息即使
在加息周期完結時仍處於3厘多歷史見頂低位。她又指，
今年樓市已撇除息率疑慮因素，受惠於近月多個利好樓
市因素，樓市首季已轉活，市場信心及氣氛亦已恢復，
是次大型銀行決定維持P不變令按息維持平穩低水平，
將為樓市進一步帶來正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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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主要銀行未有跟隨美聯儲加息，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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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資料截至2023年3月 最優惠利率是指香港上海豐銀行所報之利率 資料來源：經絡按揭轉介研究部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
道：本港時間昨日凌晨，在矽谷
銀行倒閉以及瑞信陷入財困陰霾
下，美國聯儲局仍決定上調聯邦
基金利率0.25厘；惟香港主要銀
行自2月初後，連續第二次未有
跟隨美聯儲上調最優惠利率
（P）。金管局昨回應美聯儲加
息時稱，港元拆息往後一段日子
仍將處於較高水平，市民必須對
銀行借貸利率波動做好準備，並
在決定置業、按揭或其他借貸時
「管理好利率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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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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息口料見頂 利好樓市

金管局：應留意借貸風險

【香港商報訊】記者郭志文報道：美聯
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 25
個基點到4.75%至5%之間，為2007年9月
來最高水平。分析認為，聯儲加息或進一
步加劇銀行擠提恐慌，令銀行業危機持
續。

鮑威爾耶倫現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聯儲局當前政策立場較

月初有顯著變化，已放棄暗示持續加息的
相關表述。本月初，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還
曾表態 「將在必要時加快加息步伐」。

聯儲局態度轉變反映出近期矽谷銀行
（SVB）和 Signature 銀行關閉產生的影
響。鮑威爾承認，事件發生後，聯儲官員
曾考慮暫停加息。惟鑒於目前數據顯示通
脹壓力繼續走高，官員在繼續加息方面共
識更強。

最新議息聲明中，聯儲局強調美國銀行
體系仍健全且有彈性。鮑威爾亦表示，兩
家銀行關閉後，聯儲局出台了新的銀行定
期融資計劃，保證充足的流動性。

但另一方面，美國財長耶倫卻承認，聯
儲局持續加息是導致銀行接連關閉的主
因。在高利率環境下，這些銀行所持債券
等金融產品價值急速縮水。她認為，當前
危機已引發銀行業傳染性擠提，可能對美
銀行體系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美聯儲正面臨政策風險
華爾街日報指，矽谷銀行關閉可能促使

更多存戶和企業將資金從收益率較低的銀
行帳戶轉移到收益率較高的貨幣市場基
金，加劇銀行擠提風險。

摩通發布最新流動性報告亦顯示，SVB
關閉後一周內，大量存戶陷入恐慌，美國
銀行業損失了近5500億美元存款。

紐約聯儲前高管辛格認為，美國正面臨
一場 「規模龐大的信貸緊縮」。

知名聯儲局觀察家杜伊則表示，聯儲局
面臨政策風險， 「如果在聯儲局加息的同
時銀行關閉數量成倍增加，那麼政治後果
將非常嚴重。」

【香港商報訊】港銀不跟隨今次加息，中原地產亞太
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對香港樓市屬喜
訊，料可刺激周六新盤銷情，估計單日一手成交可逾600
宗，創去年8月以來7個月單日成交新高，樓市將繼續維
持升浪。

陳永傑指，美國一年內加息多次，但最近兩次加息幅
度明顯放緩，顯示聯儲局於考慮遏抑通脹的同時，亦顧
慮到大幅加息對整體經濟的影響。聯儲局官員亦指，小
幅加息是適當做法，預示加息周期或於年內見頂。

他又指，自2023年年初至今，利好樓市消息湧現，如
財政預算案寬減物業印花稅、通關效應、美國放緩加息
等，都為樓市起到提振作用，由樓市小陽春踏入較長遠

的樓市升浪。樓價方面，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於年內
已錄得逾6%升幅，今年首季樓市跟隨經濟復蘇而進入轉
角市，樓價升幅相對較快，料第二季經濟復蘇進入中後
期，樓價升幅將稍為放緩，預測第二季樓價升5%，上半
年合共升11%。

港加息周期或見尾聲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指，是次豐等銀行

宣布最優惠利率P維持不變，相信根據自身資金狀況及
公司策略因素而作出決定，並預示本港加息周期或見尾
聲。去年美聯儲透過連續4次大手加息0.75厘作打擊通脹
的首個階段，美國最新 2月份CPI漲幅為6%，連跌8個

月，但短時間內從過度寬鬆政策轉化為過度收緊政策，
亦引發近期金融衝擊。雖然近期出現銀行倒閉事件，令
美利率走勢增加不確定性，惟現時美國通脹率與目標2%
仍有相當距離。他稱，未來仍須留意通脹有否顯著回
落，而美國仍有條件加息，以降低通脹為主。

港股揚升重返2萬關
聯儲加息0.25厘，但昨日美匯卻下挫，美元指數更一

度失守102關口，人民幣則走強，兼創1個月高位。
當天港股在科技股發威下揚升458點，重返2萬關口，

以全日最高位 20049.64 點收市，並連升 3 天，累升 1049
點，恒指更重上250天牛熊線（現處19850點）。

面對銀行業困境，美國聯儲
局仍然決定加息0.25厘，將聯
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

4.75至5厘之間。此前有意見認為，美聯儲或會暫
停加息，但當局因為當地通脹和勞動數據強勁，最
終還是作出加息決定。毫無疑問，美聯儲的連番加
息，再加上美歐最近的銀行業重重危機，均令環球
金融市場陷入動蕩局面，各國投資者叫苦連天。在
不確定性風險劇增，諸多不利情況下，香港必須保
持定力，密切監察，沉應對，規避嚴重系統性風
險，持續注入發展正能量，穩定市場信心，這是維
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地位的題中之義。

無可否認，未來一段時間利率走勢將繼續存在較
大不確定性。事實上，過去一年，美國持續加息已

令環球市場深感憂慮，而近日SilverGate、矽谷銀行
和 Signature Bank 接連倒閉，以及瑞信集團 「爆
煲」 ，有火燒連環船之勢，連串銀行業的危機會否
持續擴大，進一步影響經濟活動並左右貨幣政策，
仍有待各國財金官員評估應對。

單以美國來說，未來可謂挑戰重重。息口方面，
美聯儲陷入兩難局面：如果減息，肯定會導致通脹
失控；如果加息，則必然窒礙美國經濟復蘇，引爆
更多金融風險，還會對其他經濟體帶來長期負面影
響。在銀行業危機方面，暴露當地監管體系存在嚴
重問題，例如存保對象竟然並未涵蓋眾多小型地區
銀行，形成了巨大監管漏洞。一旦發生更多危機，
美國政府是否願意為更多相關銀行的存款提供擔保
支援，實屬難料。這些不確定因素都令環球投資者

寢食難安。
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個別市場動

蕩不安，仍易產生蝴蝶效應，影響迅速擴散加劇。
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不可能對美
歐的金融狀況 「免疫」 ，特別是在聯繫匯率制度
下，港元拆息在往後日子可能仍會處於較高水平，
以致資產市場、信貸質素、投資活動、市民置業等
都會受到影響。在此情況下，特區政府和金管局應
密切監察市場變化，努力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一
旦出現不尋常狀況，應適時作出應對，而市民也要
對銀行借貸利率波動有所準備。

但總的來說，香港金融市場是穩健可靠的，這可
歸功於聯繫匯率制度為港元提供堅實支持、歷屆政
府為銀行體系建立了強大抗震能力。再加上當局近

年未雨綢繆，包括為低息環境做足壓力測試、加強
監管虛擬資產、改革上市制度等等，這些都有助進
一步增強香港金融市場的韌性和底氣。近日有內媒
引述網上傳言指，由於矽谷銀行倒閉和瑞信財困，
超過760億和1650億美元的華人資產從美國和瑞士
撤離，主要流入新加坡及香港。資本的流向表明，
香港是一個安全可靠避風港。

未來環球金融市場陰晴不定，充滿變數。身處風
浪之中的香港須穩字當頭，處變不驚，竭力阻止美
歐金融動蕩傳導至香港。也要持續投放資源，進一
步完善監管體制，增強市場信心，吸引更多投資者
將資產安置在香港。這是香港提升國際金融樞紐地
位，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的
不二法門。

保定力穩信心 應對外圍動蕩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加息或加劇
銀行擠提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