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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曾憲龍）歐債
危機告急，美聯儲局警告美國經濟有衰退風
險，全球股市昨現恐慌性暴瀉。港股急
挫912點插穿萬八，歐美股市昨晚繼續
下瀉，跌幅均達4%，俄羅斯股市更急
挫近9%。匯控(00005)ADR跌穿60元，
至昨晚12時30分報58.16元，跌4%。
全球新一輪股災源自對美聯儲局救市希望的幻滅。
美聯儲推出「扭曲操作」
（Operation Twist）曲線放水方
案，令市場大失所望。同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發
表議息聲明指，經濟增長依然較慢，並首次指經濟存在
「重大」下行風險，當局措詞的變化顯示前景日漸嚴峻，
立即觸發隔夜美股的恐慌性拋售，拖累昨日亞洲區股市
甫開市即急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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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恐慌一直燒至昨晚美股，道指開市早段一度急瀉逾
300點。至昨晚12時30分，道指跌407點，跌幅
3.66%；納指跌3%，標普500跌3.27%。在美上市的
港股預託證券(ADR)亦顯著下跌，匯控ADR報
58.164元，跌4%；中移動報75.939元，跌2.1%、國
壽報17.999元，跌3.12%。
昨日下午歐股開市時承接亞太區跌勢下瀉，至昨
晚12時30分，英國富時收跌4.67%；巴黎CAC收跌5.25%；德國
DAX收跌4.96%。俄羅斯股市更急挫近9%，盧布自2009年以來
首次跌穿1美元兌32盧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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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戶重注博反彈 「屠牛」恐未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昨跌近
千點， 指跌幅多達4.85%，觸發67隻牛證
被強制收回(俗稱「打靶」)，其中近九成是
指牛證。渣打(2888)認股證銷售董事翁世
權表示，昨日被「打靶」的牛證約值1.2億
元，是他記憶中歷來最大數額的一次。此
外，昨日牛熊證錄得超高成交，其中一隻
指瑞銀—乙牛F(64868)的成交額竟高達13.8
億元，港股史上首見。這麼多人買牛證，顯
見博反彈的人極多。

港股挫900點 555股一年新低
至於昨日亞太區股市，亦慘不忍睹，港股萬八點大關終告失
守，藍籌股全線下跌，內銀、內房及資源類等多個板塊續被拋
售。大市低開527點後於下午插穿18,000點關口，最多跌964點至
17,859點；收報17,911點跌912點或4.85%，創09年7月以來新低，
跌幅在亞太區為繼印尼後的第二大。主板成交829.81億元。
此為自美國主權評級被降以來港股再遭逢逾900點跌幅，上一
次為8月9日， 指單日跌1,159點。
國企指數跌620點或6.31%至9,203點。藍籌股全線下跌，
1,500隻正股中有555隻股份創一年新低。匯控(0005)全日跌
3.6%收報60.65元，友邦(1299)跌8.86%，收報21.6元，兩者合共
拖低 指165點。

牛證下一密集區萬七點
翁世權說， 指的牛證原先在18,600點左
右有龐大的街貨量，昨日一舉跌穿18,000
點，令投資者損失慘重，單計被「打靶」的
牛證，已經殺掉投資者1.2億元資金，還未
計「輸錢走人」一批。他續說，要到今日開
市前，才知還剩多少隻 指牛證，但下一個
牛證的密集區已經下移至17,000點左右。換
句話說，大戶若要再大規模「殺牛」
，短期
要將大市推低至17,000點以下。不過他表
示，現時實在難以預測市況，買牛熊證始終
存在極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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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世權又指，雖然眼見大市疲弱，但散戶
早前仍勇於買牛證博反彈，即使損手而回，
但他們很多仍「樂此不疲」
。例如昨日成交
最高的牛熊證— 指瑞銀一乙牛F(64868)，
成交額高達13.8億元，比中海油(883)及國壽
(2628)等大藍籌還要多，如果能夠晉身十大
成交排行榜的話，該牛證能排名第8。

成交134億 激增四成
排名第二活躍牛熊證— 指瑞信一乙熊U
（6673）
，成交達9.8億元；第三的為 指瑞
銀二四牛D(66001)，成交也有9.4億元。事實
上，在大跌市下，十大成交牛熊證中，有7
隻是牛證，反映很多散戶依然熟衷於博反
彈，如果市況繼續向下，該批投資者的「血
汗錢」將繼續「陪葬」
。
昨日牛熊證佔大市成交為16.16%，高達
134億元，成交比周三增加40%。窩輪成交
只有102億元左右。翁世權提醒，在目前大
幅波動的市況下，投資窩輪比牛熊證好，因
為即使今日輸錢還可以博明天反彈，而牛熊
證一到價便即死亡，散戶應考慮此點，做好
風險管理。

股民看跌市 下探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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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
「冇 兩架跑車」 股民看跌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港股再隨外圍大跌，市場日間
雖然有恐慌性拋售，但晚上在網上討論區叫慘的股民並不算
多，反而有股民說「已經麻木」
，「twcsys」指，「單日殺2千點
就驚」
，「周星星rr」則附和指，「這樣的跌幅是嚇不倒我的」
。

「埋單由贏變輸20%」
不過，雖說跌市已經不能讓人有太大感覺，但看 自己的帳
面資產大幅蒸發，亦難免心有戚戚然，不少網民互相報告自己
損手情況，網民「simonlam168」慨歎自己不聽老人言，稱父母7
月底已經要他沽貨，並用錢買車「C63 coupe同BMW 1M」
，結
果自己沒有聽從，至今「埋單由贏變輸20%」
，後悔「無 兩架
跑車」
。

「隻隻蝕50%以上」
網友「kefuyoken」也稱自己「隻隻都蝕50%以上，都唔知點算
好」，引來一眾網民回應，有人稱自己買的658(中國高速傳動)
「由18元跌到4元」
，有人即時鬥慘，稱「我隻330(思捷環球)⋯⋯
42蚊跌到8蚊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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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通脹迫人
房租食物牽頭

陳女士：忍痛賣股轉玩熊證
之前已經預計大市疲弱，主力玩熊證，但斬獲
不多，主要因不敢持貨過夜。她認為，大市正值
熊市一期，買熊證是好投資，且切忌現階段「撈
底」
，她預計 指起碼要跌到17,000點才會反彈。
至於股票投資，已經在兩周前忍痛套現。

楊先生：跌到萬七點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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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經紀：九成客仔套牢做蟹
目前仍有不少散戶博反彈，主要認為大市基本因素不差，只是大戶將大市踩低，當補倉時
大市就會大幅反彈。但他們忘記了目前全球基金也在放貨，大市全無承接力，散戶與大戶對
賭，下場只有輸錢。他已經不只一次提醒他們要頭腦清醒，現時他九成客戶的資金均被套
牢，翻身非常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中方三度抗議
促美撤對台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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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出招防樓市復熾
美聯儲沽短債買長債的
「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有助壓低長息，同
時美國的低利率政策最快亦
要延至2013年中。但陳德霖
認為，本港銀行同業拆息處
低水平，短息接近零，所以
美國聯儲局的新措施，不會
對香港拆息構成實質影響。
基於銀行本身資金供求關係
變化，存貸利率已有上升跡
象，他預期本地各類存款和
貸款的利率將持續上升。
外圍環境未明朗化前，陳
德霖坦言本港正面對風險，
他指，在美國經濟增長有放
緩跡象下，料其寬鬆政策將
續令資金流向新興市場；又
明言倘若本港日後樓巿回復
熾熱，當局將會再推出調控
措施，又會繼續要求銀行做
好危機管理，避免巿民過度
借貸。
目前巿場動盪，資金流入
美元避險，令美元走強，但
陳德霖指目前未見本港有資
金大量流入流出的情況。至
於對港股的影響，陳德霖認
為在兩次量化寬鬆後，其成
效會逐漸被淡化，但港股上
落因素較多，包括歐債影
響，料後巿波動持續。

美措施成效未知之數

他認為傳媒早前報道聯儲局可能推救市措施，加上有些分析員指18,600點是底部，令不少股
民有所憧憬，是散戶損手的主因。事實上，很多散戶在大市愈跌下，愈去買入牛證博反彈，
當然輸得很慘。他又指，早前博反彈令他輸了不少，如今將主力買熊證，並透露尾市又買了
一批熊證，持貨過夜，他相信 指今個浪跌至17,000點毫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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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
豪) 外圍動盪，金管局總裁
陳德霖昨表示，在當前市場
波動中，暫時未見到大量資
金流入或流出本港市場。他
強調，本港目前面對非比尋
常的宏觀金融環境，要繼續
防範房地產市場回復熾熱，
在有需要時推出進一步措施
以保持銀行體系穩定性。

溫州眼鏡名企
老闆捲走20億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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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次美聯儲「賣短買長」，陳德霖認
為對本港股巿無直接影響，認為此舉可令
長債息率維持低位，有效降低借貸成本，
但最終可否增加企業借貸、改善當地消費
信心，仍是未知之數。
署理財政司司長陳家強認為，美聯儲局
推出扭曲操作，沽短債買長債來壓低長
息，是「大膽」的做法，惟美國正處於經
濟下滑的狀態，仍要看美國國會在政策上
如何挽救經濟。他預料港股會受環球市況
影響持續波動，但強調政府及監管機構會
注視市場情況，維持有秩序運作。

輔警生意失敗
警署套頭自殺

聯儲局昨日發出經濟放緩的警
告，但未有公布新招振興經濟，
歐美股市急挫，美股早段跌幅擴
大至3%。

香港通脹迫人，私人房屋租金和
食品價格仍是升勢的「火車頭」
，
有經濟師指出，香港的「輸入性
通脹」熾熱。

美國政府21日宣佈新一次對台售
武計劃，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此表
示強烈憤慨，敦促美方撤銷有關
售武計劃。

溫州最大眼鏡生產企業—浙江信
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跑路」
，據
說已逃往美國，其捲走的資金高
達20餘億。

一名輔警警署警長，昨晚被發現
在警署內一個辦公室膠袋套頭自
殺身亡，警方檢獲一封生意失敗
的遺書。

詳刊A4

詳刊A6

詳刊A7

詳刊A11

詳刊A16

9月22日(第11/113期) 攪珠結果

8 10 19 27 39 44 6
頭獎：無人中
二獎：$1,586,960
(0.5注中)
三獎：$114,370
(37注中)
多寶：$9,608,692
下次攪珠日期：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