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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歐洲出招 港股飆592點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漲跌（點）漲跌%

香港 生指數 19802.16 +592.86 +3.09 

滬深300指數 2317.18 +99.36 +4.48 

上海A股指數 2228.31 +79.46 +3.70 

上海B股指數 223.50 +7.36 +3.40 

上證綜合指數 2127.76 +75.84 +3.70 

深圳A股指數 932.91 +33.83 +3.76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582.71 +15.39 +2.71 

深證成份指數 8709.07 +420.80 +5.08 

東京日經225指數 8871.65 +191.08 +2.20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424.91 +98.19 +1.34 

首爾綜合指數 1929.58 +48.34 +2.57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3011.70 +22.44 +0.75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348.75 +17.11 +0.39 

新西蘭NZ50 3722.18 +28.64 +0.78 

雅加達綜合指數 4143.68 +40.82 +0.99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24.55 +6.56 +0.41 

曼谷證交所指數 1246.10 +2.18 +0.18 

馬尼拉綜合指數 5201.32 +51.21 +0.99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1)

美國道瓊斯指數 13314.61 +22.61 +0.17 

納斯達克指數 3134.91 -0.91 -0.03 

倫敦富時100指數 5789.23 +11.89 +0.21 

德國DAX指數 7219.43 +52.10 +0.73 

法國CAC40指數 3537.28 +27.40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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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央行宣佈無限量買入歐元區

成員國短期國債，以及國家發改委本

周先後披露的55個項目總投資規模逾

萬億元人民幣的利好消息帶動下，港

股昨日收市升近600點。港股後市是否

已走入一條直路，還是仍有隱憂？分

析指出，未來投資者仍需要面對眾多不明朗

因素，大市仍有反覆。

美QE3會否推出仍存變數
短期港股所面對最大的不明朗因素，相信

是美國聯儲局會否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

政策（QE3）。下周三（12日）美聯儲將舉行

議息會議，市場關注議息會議後的聲明會否

對未來美國貨幣政策的走向作出闡述。若到

時美聯儲未有令市場滿意的消息出台，相信

股市會有壓力，相反，則會對股市有刺激，

其刺激程度要視乎美聯儲「落藥」的輕重。

不過，在11月4日美國總統選舉之前，在

10月23日至24日美聯儲仍有一次議息會議，

屆時仍有機會推出QE3。最近一段時間，由

於美國經濟數據不佳，再加上美國總統選舉

的臨近，市場上對美國推出QE3的預期升

溫。

目前亦有不少專家預測美國不會推出

QE3，因QE2的效果已大打折扣，而若繼續推

出QE3的話，將進一步壓低美國國債的孳息

率，降低美債的吸引力，對美國經濟復甦不

利。有專家甚至預測，美聯儲可能僅會延長

美國低息環境至2015年底。

歐債危機並未真正解決
除美國經濟外，目前對股市影響的另一個

重要因素是歐債危機的進展。昨日港股大幅

上升，主要與歐洲央行宣佈無限量買入歐元

區成員國短期國債有關。但是，有關措施僅

是紓緩了市場對歐債問題的擔憂，對真正解

決歐債危機沒有太大幫助。受債務問題困擾

的歐元區國家，仍要面對還債和削減財政赤

字等壓力。目前市場正注視西班牙會否步希

臘後塵向歐盟尋求救援。

內地看有否好消息跟進
中國因素方面，過去兩日國家發改委加快

基建項目的審批力度，野村證券預計，此次

批出的軌道交通和公路項目，若加上6至8月

批出的機場和能源項目，所涉及的總投資額

逾1萬億元人民幣。不過，分析指出，這些

項目實施需時，因需要涉及設計、招標等程

序，最快要到今年第四季度才會對固定資產

投資有輕微刺激。

發改委於5月初曾有一波加快項目審批力

度的舉措，但股市的反彈僅維持一段時間。

市場擔心，若中央未有進一步措施出台，譬

如減息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那麼這一輪股

市反彈亦維持不了多久。不過，目前市場正

關注「十八大」的召開會否為市場帶來好消

息，有關消息將為未來股市造成影響，投資

者也需要留意有關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卓建安

不明朗因素仍多 後市料波動

南商3.38厘高息搶人幣定存

建行股東折讓2%減持 套41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受
外圍股市大漲和維穩政策利好累積的合力提
振，滬深兩市壓抑已久的反彈能量昨日集中
宣洩，水泥、建材、工程機械等基建股交替
領漲，兩市高開高走。滬指收報2127點，漲
3.7%，創8個月最大單日漲幅。深成指報
8,709點，漲5.08%，創近三年來的最大單日
漲幅。兩市成交雙雙突破千億，分別成交
1,111億和1,102億元人民幣，各增近一倍。

一周統計，滬指周線結束3連陰，放量大
漲3.92%，深成指周漲幅更高達6.07%。

周四期指尾盤快速拉升，已露上漲端倪。
昨天是農曆白露節氣，而市場恰逢變盤窗
口，上述多種因素共振，令市場積聚多時的
做多熱情被激發，出現報復性的大漲。

穩增長舉措湧現提振大市
隔夜歐洲央行新一輪債券購買計劃及美國

就業數據好於預期，歐美市場大幅上漲，標
普指數創下2008年以來最高點，帶動亞太股
市昨早盤全線走高。而發改委繼上一交易日
集中批覆25條城軌建設之後，周四再批13條
公路建設項目，兩日批逾萬億基建項目。中
證監稱正配合財稅部門研究差異化徵收紅利
稅。穩外貿增長新政呼之欲出，出口退稅率
或將調高。加上此前強調上市公司分紅、加
速上市公司推進員工持股計劃、鼓勵上市公
司回購等，管理層接連推出積極舉措維穩。

水泥券商建材等板塊走俏
從盤面上看，板塊全面上漲，水泥、券商、建材、稀

土、工程機械、保險、煤炭、水利建設、有色等板塊漲
幅居前。受益發改委兩日批覆逾萬億元基建投資項目，
水泥股近乎全線漲停，板塊漲9.57%領漲大盤。券商漲
7.52%，建材漲7.26%。稀土永磁和工程機械的漲幅均
在6%以上。個股方面，69隻個股漲停，近150隻股票漲
超7%，僅35隻股票下跌。

新浪博主老股民大張認為，昨日大漲拉開了維穩行情
的序幕，成交量決定本次行情的力度與深度，維持目前
的逼空行情需要成交量維持在千億以上，一旦萎縮大盤
將回打昨日突破的30、20天線支撐；大盤向上的第一壓
力位在2,150-2,180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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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內地力谷基建「穩
增長」，刺激基建類相關股份連升第二日，水泥類
股份昨日明顯追落後，全線大漲。繼本周三公布內
地25個城軌項目獲批後，發改委網站最新又披露了
30個項目的發展規劃，其中13個為公路建設項目；
10個為城市建設項目；7個為港口、航道項目。內
地媒體引述業內人士透露，本周先後披露的55個項
目總投資規模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發改委此前公布的25個城軌項目絕大多數均有介
紹詳情，據統計總投資額逾7,000億元；但最新公
布的這批項目規劃介紹卻較為簡單，全部未披露投
資額。在外界最關注的13個公路建設項目中，以長
度論，規模最大的是青海省茶卡至格爾木公路改擴
建工程，全長約474公里，起自烏蘭縣茶卡鎮，止
於格爾木南，全線採用雙向四車道高速公路標準建
設。規模最小的是遼寧省康平海洲窩堡至北四家子
公路項目，全長約23公里。

下半年製造業料率先回暖
分析普遍指出，內地多個大型項目密集獲批，顯

示中央決心大力發展基建設施以「穩增長」，相信
今年下半年製造業有望率先回暖。與基建密切相關
的水泥股受到投資者追捧，昨日全部升逾8%，升
幅最勁的是華潤水泥(1313)，昨日收盤大漲14.04%
報3.9元；其次為西部水泥(2233)，收報1.33元漲
9.02%；中國建材(3323)和山水水泥(0691)分別漲
8.84%和8.73%，收報7.88元和4.36元。

業內憂現「天量資金缺口」
不過，有業內人士擔憂，眾多基建項目獲批恐將

導致「天量資金缺口」，如何籌資亦是業界關注的
話題。據《中國證券報》引述銀行業內人士透露，
今後內地銀行信貸對地方融資平台貸款的支持重點
將集中在公路、鐵路、天然氣、保障房等領域。而
在直接融資領域，國家發改委將按照債券募集資金
投資的領域，將今年企業債申報分為綠色通道、重
點支持和正常審批三類。其中綠色通道類項目將

「即報即審、簡化程序、盡快發行」；重點支持類
項目將「分類排隊、加快審核」。目前重大交通類
項目已被列入綠色通道序列，城市基礎設施則被列
入重點支持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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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永亨(0302)及建銀亞洲將
20萬元人民幣的12個月人民幣定存息率，推高至3.3厘
後，再有銀行推出不同期限的人民幣定存息率，南洋商
業銀行公布，20萬元人民幣或以上的新資金，開立388
天定存，息率高達3.38厘；2萬元則為2.8厘。

南商另設118天及188天存款期，20萬元人民幣或以上
存款額，息率分別達3厘及3.28厘；而2萬元人民幣或以
上，則為2.4厘及2.5厘。優惠期至本月22日。

信銀3個月定存息率3厘
信銀國際日前亦推出人民幣優惠，以20萬元人民幣或

以上開戶，3個月定存息率已達3厘，而1及2個月，息率
亦達2.5厘及2.7厘。20萬元人民幣以下，1、2及3個月息
率則分別為2.3厘、2.5厘及2.8厘。

另一邊廂，港銀亦積極搶港元存款，由即日起，新客
戶到花旗香港以新資金50萬元，或現有私人客戶及
Citigold客戶以新資金1萬元，開立4個月港元定存，息率
達1.4厘。

港銀人民幣定存優惠息率
銀行 開戶金額 息率

南洋商業 20萬 118天3厘、188天3.28厘、388天

3.38厘

信銀國際 20萬 1個月2.5厘、2個月2.7厘、3個月

3厘

永亨 30萬 3個月3厘、6個月3.1厘、12個3.3

厘

建銀亞洲 20萬 3個月2.2厘、6個月3.18厘、12個

3.28厘

富邦香港 10萬 3個月2.8厘、6或12個月3厘

■「穩增長」發力鼓舞Ａ股，滬深股指放量

暴漲。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港股昨
日飆近600點，令積弱已久的內銀股反
彈，其中建行(0939)昨全日升3.81%收報
5.18元，但收市後隨即傳出建行被股東
減持消息，消息指建行股東以較昨日
收市價折讓1.9%的5.08元，配售8.1億股
H股，套現約41.1億元。

有關配售股份，佔建行H股現有發行
股本約0.3%，而建行昨日成交額達
19.33億元。匯豐及德銀為今次配售的
聯席賬簿管理人。

上一次建行遭大額減持已為今年5
月，被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配售16
億股，平均配售價5.99元至6.1元，套現
最多97.6億元。

美基金售太保中信證券套43億
繼美國國際集團(AIG)配售友邦(1299)

後，美國基金Waddell & Reed亦加入沽
貨行列，日前一口氣沽售中信証券
(6030)及中國太保(2601)，合共套現42.8
億元。

Waddell & Reed日前以每股22.4元配
售中國太保的1.127億股H股，集資25.2
億港元；另以每股12.05元，出售中信
証券的1.463億股，套現17.6億元。瑞銀
為該兩筆交易的獨家安排行。

據聯交所資料顯示，Waddell & Reed
早於8月15日，以每股13.41元出售107.2
萬股中信証券，持股比例由14%降至
13.91%。Waddell & Reed 為美國上市
基金集團，年初曾沽出金沙(1928)及永
利(1128)，合共套現20億元。

■建行昨升3.8%，但收市後隨即傳

出被股東減持消息。

港股昨收高3.1%，報19,802.2
點，創8個月以來的最大單日

升幅，連同友邦(1299)、太保(2601)
及中信証券(6030)等合共逾200億元
的配股上板，大市成交激增至933
億元，比上日多逾一倍，是今年3
月6日過千億元成交後的最高紀
錄，即是今年第二高成交。統計全
周， 指累升1.64%，國指昨收漲
4%，一周計則只漲1.6%。

重上牛熊線 二萬阻力大
指重上19,800點，重越250天牛

熊線上，共31隻牛熊證打靶，其中
3隻為牛證。

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表
示，目前市場正憧憬人行或出新招
救經濟，若人行無進一步的行動，

指短期難有力持續上升， 指將
在20,000點有頗大阻力。

新鴻基金融研究部分析員李惠嫻
亦指出，歐央行宣布無限量購買歐
豬短債計劃，令歐美股市急升，但
德國憲法法院於9月12日將裁定歐
洲穩定機制(ESM)是否合憲，屆時
大市又會起波瀾，故預計20,000點

會是 指的重要阻力，後市需看聯
儲局對QE3的態度。

國指收報9,428點，升358.8點，升
幅 近 4 % 。 A 股 造 好 下 ， 安 碩
A50(2823)升4.15%至9.54元，成交較
周四急增逾兩倍逾20億元。中央加
快批准基建項目上馬，鐵路基建
股、水泥股、工程機械及鋼鐵股全
線造好，其中水泥股成為升幅最大
板塊，潤泥(1313)勁升14%，海螺
(0914)亦升8.5%，其A股更升停板，
中建材(3323)升8.8%。

基建及中資金融股亮麗
藍籌股全面報升，匯控(0005)升

2.45%，貢獻 指約75點升幅。中
資金融股造好，工行(1 3 9 8 )升
6.1%，建行(0939)升3.8%，中行
( 3 9 8 8 ) 升 4 % ， 平 保 ( 2 3 1 8 ) 升
3.54%。友邦有160億元配股上
板，並獲券商唱好前景，該股以
全日高位收市，大漲6.8%，報28.1
元。下周一加入成為國指成分股
的中信証券，收市升3.54%，被剔
除的中遠洋(1919)亦升2.14%至2.86
元。

升幅8個月最勁 成交933億增逾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歐洲終於宣布放水，加上中國

投放資金於基建救市，刺激環球股市造好，大量資金追入落後

的內地及本港股市，上證指數及 指均升逾3%。港股全日收

報19,802點，升592.8點，重越250天牛熊線上，大市市值單日

增加近6,000億元，但分析員認為大市升勢仍難持續。

昨日升幅顯著板塊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水泥股

1313 華潤水泥 3.90 +14.04  

1893 中材股份 2.01 +9.84 

2233 西部水泥 1.33 +9.02

3323 中國建材 7.88 +8.84

0691 山水水泥 4.36 +8.73 

機械設備股

3339 中國龍工 1.21 +19.80  

2338 濰柴動力 22.80 +8.83 

1157 中聯重科 8.51 +8.13 

0631 三一國際 4.11 +6.75 

2722 重慶機電 0.99 +6.45

汽車股

0489 東風集團 9.97 +6.52  

2333 長城汽車 17.94 +5.90

1122 慶鈴汽車 1.67 +5.03

2238 廣汽集團 5.23 +5.02

3808 中國重汽 4.40 +5.01

內銀股

3328 交通銀行 5.18 +6.58  

1398 工商銀行 4.35 +6.10 

1988 民生銀行 6.13 +6.06 

3988 中國銀行 2.87 +3.99

618 重農行 2.96 +3.86

點

2012年9月8月
6 7日54331

19450

19150

恒指本周波幅753點

19750
昨高見
19829

昨收19802
+592(3.09%)

8月31日
收19482

9月6日
低見19076

■港股昨收高3.1%，創8個月以來的最大單

日升幅，連同配股上板，大市成交激增至

933億元。 中通社

■美國聯儲局下周將舉行議息會議，會後的

聲明備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