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交易服务 9 月指数报告
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5 日刊

摘要







港银 12 年首度加息，中华港股通优选 50 指数（CESP50）跌 0.3%
医保局新规监控药价，中华创新生物科技指数（CESIBT）按月跌 5.2%。
日股盈利看俏，指数闯 27 年高位
证监会公布绿色金融策略框架，拓展绿色金融产品
境外投资者持续布局债券通
财政部将再次在港发行美元主权债和人民币国债

一. 中华交易服务指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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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障局本月举行座谈会， 数据源：中华交易服务及万得资讯，截至2018年9月28日
会上介绍国家采购药物的方法，并以药品规格采购试点进行。官方采购药物需减价幅度，最多
达到四成。媒体估算，此方案所涵盖的地区，至少占据全国 60%的药品市场销售额。中华创新
生物科技指数（CESIBT）按月跌 5.2%。
市况动荡，投资者避险意欲增，高息低波策略成资金避风港。中华港股通高息低波指数
（CESYLV）升 2.4%，在波动市中为投资者对冲组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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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球股指动态

图一

9 月新兴股市普遍回稳，中国 A 股市场
大幅反弹，上证综指及沪深 300 指数分别上
升 3.5%及 3.1%，而印度卢比贬值导致印度
SENSEX 指数大跌 6.3%。（图一）
美国联储局落实加息四分之一厘，符合
市场预期。根据局内委员的利率预期点阵图，
联储局将维持渐进式加息策略，2018 年内会
再加息一次，2019 年将加息三次，2020 年加
息一次，而 2021 年则不加息。投资者对加息
影响采观望态度，标普 500 指数微升 0.4%。
日本经济温和扩张，央行表示将维持宽
松货币政策。政府公布 8 月失业率意外跌至
2.4％，为 90 年代初以来最低水平。另一方面，
日本企业 2017 财政年度的营业利润创 20 年
新高，预期 2018 财年将创历史新高，而企业
的营业利润率也持续改善，刺激股市急升 5.5%至自 1991 年 11 月以来的 27 年高位。
印度卢比兑美元持续贬值，今年以来已累跌约 12%，创历史新低，与印度尼西亚盾并列年
内表现最差的亚洲货币。投资者担心新兴国家货币贬值潮由阿根廷土耳其漫延至印度，印度
SENSEX 指数大跌 6.3%。

三. 中国离岸投资市场动向
证监会公布绿色金融策略框架 拓展绿色金融产品
香港证监会公布为促进香港绿色金融发展而制订的策略框架，并将与香港交易所紧密合作，
共同探讨如何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包括债券、指数及衍生工具等），和推动这些产品的上市及
买卖。
证监会引述摩根士丹利报告，指现时有 84%的资产管理公司均拟把环境、社会及管治（ESG）
原则融入投资政策。然而，现时 ESG 数据参差不齐，基金于可持续投资政策披露不足等因素，
导致发展绿色金融困难重重。
证监会指出，首要工作是要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尤其是与气候
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证监会亦将会探讨资产管理公司应以何种方式，向投资者阐明它们在投资
及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如何及在何等程度上考虑到环境准则。这些工作将会补足及建基于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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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债券的措施之上。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论坛时表示，目前环球绿色融资需求增加，加上内地正积极推
广和发展绿色金融及环境保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相信能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
境外投资者持续布局债券通
债券通持续推进全世界的买方投资者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自从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
指数纳入中国债券，以及券款对付(DVP)结算全面实施后，越来越多境外投资机构加入债券通。
债券通有限公司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8 月底，共有 425 名境外投资机构加入了债券通，较
三个月前增加了 110 家。
从境外投资机构的结构分析，59%的账户由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以各种非法
人产品的形式开设，其余 41%用于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自营交易。
此外，2018 年 8 月，债券通交易量约为 812 亿元人民币。境外机构买入量占比 68%。最
活跃的买方投资机构是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而最活跃的境内报价机构是大型商业银行和
外资银行。交易最多的债券类型为政策性金融债、同业存单和国债等，债券待偿期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7-10 年和 1-3 年。
财政部将再次在港发行美元主权债和人民币国债
国家财政部将在港发行 30 亿美元主权债券于香港交易所挂牌。同时，还将对 7 月发行的
人民币国债进行续发，发行金额为 50 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国家财政部去年 10 月曾在事隔 13 年后重启美元主权债发行，该次共发行 20 亿
美元债，受到市场热烈追捧，认购倍数高达 11 倍，定价更创当年亚洲美元主权债发行新低，
反映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如美元主权债和人民币国债能在离岸市场实现常规发行，将有助建立离岸债券的定价基准，
完善离岸外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率基准曲线，为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提供重要的定
价参考。
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 号交易广场二期 9 楼 906-908 室
http://www.ce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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