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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周

紹 基 、 裘

毅) 港股在
復活節假
期後迎來
第二個季
度首個交
易日，大
市反覆造
好，低開
近100點後
拗 腰 向

上，一度從低位反彈240多點，高見22,449
點，其後隨內地股市回落倒跌約百點，尾市
向好， 指收報22,367.8點，升68點，成交淡
靜僅603億元。不過， 指雖在第二季度首日
開門紅，但昨日上升股份只有427隻，下跌股
份多達825隻，反映投資者信心仍弱。國指跑

輸大市，全日挫84.7點，收報10811點。內銀
股繼續疲弱，H股金融指數跌1.38%。

乏動力 大市料續橫行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蘇沛豐表示，
港股假期後走勢反覆、成交淡靜，顯示市場
觀望氣氛濃厚。他認為，大市仍缺乏動力主
要因好壞消息參半，既沒有好消息推動資金
入市，亦因港股首季已跑輸全球主要股市，
令 指難以大幅下跌，相信指數本周只會繼
續橫行。市場關注本周四日本央行議息能否
宣布好消息，為市場帶來刺激。

中小型內銀股沽壓仍大

匯控(0005)領漲大市，全日升1.22%，貢獻
指40點，騰訊(0700)回吐1.6%，收報242.8元，
失守250天牛熊分界線。市傳中銀監收緊鄉鎮
銀行風險控制，加上人行再度正回購，內銀
股繼續偏軟，工行(1398)跌逾1%，中行(3988)
跌0.83%，中小型內銀股沽壓更大，信行(0998)

挫6%，民行(1988)及重農行(3618)分別跌逾4%
及3%，招行(3968)跌2.2%。

新「國五條」的地方細則公布，被市場人
士指影響已被消化，令部分內房股反彈，世
房(0813)漲4.83%，融創(1918)及綠城(3900)升
逾3%及2%。中海外(0688)及潤置(1109)向好，
升0.9%及1.15%。

A股衝高回落 成交稍增

至於A股方面，滬深兩市昨呈震盪衝高回
落走勢，滬指早盤一度衝高2,250點，受5日
線壓制回落，午後滬指觸2,220點創年內新低
後跌幅收窄，深市前期活躍的中小、創業板
題材股出現補跌，跌幅遠超大盤。滬指收報
2,227點，下跌6點或0.30%，成交776億元人
民幣(下同)；深成指收報8,960點，漲22點或
0.25%，成交785.1億元。兩市成交有所增
加。

分析師指出，剛公布的中國3月製造業PMI
數據反彈力度低於預期，大家更傾向於繼續
觀察宏觀經濟趨勢，即使盤中銀行股及地產
建材股出現反彈，亦未能有效提振市場人
氣，大盤繼續下滑，考驗年線2,216點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

加(見圖)昨在最新網誌《清水還是渾水？—

博卡行雜思》中指出，內地資本市場的市場

架構及監管環境超乎外人想像，完善程度如

果用「渾水」來形容西方市場，中國市場就

幾近「蒸餾水」般透明、清澈，水清到一條

魚都無，無得炒、無錢賺。他認為，香港要

做的正是修建接通內地及國際市場這兩個大

水池的「渠道」，要構想出一個可兼取雙方

之長的市場互聯互通方案。

聚焦亞洲 港不能掉以輕心

李小加表示，他3月份應邀到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市（Boca Raton）

參加一年一度的美國期貨業協會國際衍生產品會議，但令他有感而

發的，反而不是大會有關國際資本市場的新法規、新監管的主題，

而是幾乎所有的交易所都一面倒地把注意力放在亞洲，特別是中

國。他發現，幾乎所有全球同業都將中國視為他們未來戰略規劃的

重要一環，唯恐在這個「東方熱潮」中落後於人，這提醒他港交所

不是唯一一個尋求中國機遇的交易所，故此認為香港不能想當然，

掉以輕心。

他表示，國際交易所及投資者進軍中國，除了要面對中國資本管

制這道「牆」外，還面臨截然不同的市場架構及監管環境。前者眾

所周知，但大家對後者卻知之甚少。甚至，由於中國封閉的資本管

制，有人可能會誤以為中國的市場結構仍處於落後階段。若真那麼

想，只怕都要大跌眼鏡了。

李小加指，有別於西方國家，中國已經發展了一套完全透明的一

戶一碼的交易及結算模式──就連每個投資者持有多少股份、付了多少按金

等等，監管機構及交易所都可以實時知道。中國六家交易所共有1.2億個直接

連接託管銀行及結算所的投資者戶口。經紀─自營商要在不同客戶賬戶之間

調動資金的空間很小，更不用說要挪用資金或進行其他不法行為。這全是中

國上個年代初針對經紀─自營商舞弊問題嚴重而大刀闊斧改革市場結構的成

果。所以到了今天，一切都變得透明、清澈。若說西方市場是一潭渾水，那

中國市場就幾近蒸餾水矣。

中國股市問題是「水太清」

那麼，是中國市場對呢，還是西方市場對呢？他認為，古語有云「水至清

則無魚」，中國市場的問題就在於水太清了。投資者的資金固然安全，但金

融機構的角色大大削弱，淪為執行代理，失去了創新動力；投資者對於市場

產生可觀回報的能力也信心不大；監管機構成了市場的最終負責人，明顯不

利市場長遠發展。所以，不能說中國完全對。

反觀西方市場，監管寬鬆，市場猶如一池渾水，箇中貓膩甚多，養肥了許

多以此為食的「池底魚」。有人說，西方市場是到了過分創新的程度。本世

紀初以來，隨 水的渾濁有增無減，監管者、參與者漸漸看不清更掌控不了

市場演變的方向和速度，最後導致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之一。所以，也

不能說西方市場走對。

他指，香港正好處於東西拉鋸之間，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要接通內

地及國際市場這兩池大水，就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修建「渠道」；另一

方面，港交所須決意加強自身能力。讓開市時間與內地市場同步是向這個目

標邁出的第一步。投資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為今後市場發展奠定基礎。此

外，建立穩健的風險管理系統是另一個努力方向，去年完成的港交所風險管

控體系綜合改革更是重中之重。最後，我們要 手構想一

個可兼取雙方之長的市場互聯互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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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319.65（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中銀加人民幣定期存息

招行：整體資產質量仍相對穩定

是
蒸
餾
水
還
是
渾
水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遠威) 本港人民
幣清算行中銀香港(2388)帶頭提高人民
幣定期存息，大額定存部分存款期年利
率更加至2.8厘， 生(0011)為保持人民
幣存款，亦宣布將人民幣定存優惠延長
至6月底。有分析認為人民幣境外需求
上升，令港銀要調高利率搶佔人民幣存
款，預料將打開今年首波人民幣加息
潮。

料將打開首波加息潮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再創歷史新高，
昨更升破6.26，報6.2586，較上個交易日
升值88個基點。路透社引述招商證券研
究部高級分析師謝亞軒表示，近日人民
幣不斷升值，而且QFII和人民幣投資產
品市場多元化，令境外人民幣需求增
加，促使本港銀行提高利率搶人民幣存

款，此外亦有為半年結作準備的因素在
內。估計如中銀等市場領頭者已加存
息，其他銀行將會跟隨上調。

生定存優惠期延長

中銀香港上周宣布，昨起上調人民幣
定期存款利率，個人客戶以2萬元人民
幣新資金，開立3或6個月人民幣定存，
年利率分別上調0.2及0.1厘，至2.3厘及
2.4厘。以不低於10萬元人民幣，開立12
個月定存，首120日年利率為2.2厘，次
120日為2.4厘，餘下存款期為2.6厘。50
萬元人民幣或以上大額定存，首120日
年利率為2.25厘，次120日為2.5厘，餘下
存款期更達2.8厘。 生亦宣布將原定3
月28日完結的定存優惠延長至6月29
日，開立2萬元人民幣定存，3或6個月
年利率分別為2.28厘及2.38厘。

港股夜期兩公司任莊家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周紹

基 ) 港 交 所

(0388)公布期

指夜市的莊家

名單，兩名莊

家分別為IMC

Asia Pacific及

新際金融。莊

家須於每個月不少於80%的收市後期貨

時段內，就現貨月合約提供持續雙向報

價，最大買賣價差不多於20個價位，最

少報價不少於5張合約。

期貨夜市下周一實施，交易時段由下

午5時至晚上11時，初期產品包括 指

及國指期貨，莊家制屬暫時性，將於今

年底完結。六福金融主席兼行政總裁許

照中(見圖)預期，期貨夜市在推出初

期，交投應不會活躍，原因是市場不熟

悉產品實際運作及有關風險。但相信當

運作暢順後，成交會增加，估計有基金

投資者利用夜市即時對沖外圍風險。早

前有不少中小型證券商仍表示反對推出

期貨夜市，但他相信，到夜市實際推行

後，會有不少中型證券商參與。

對於意大利政府落實對Prada(1913)的

股民，開徵金融交易稅，許照中說，他

個人亦認為徵稅安排不清晰，港交所應

與意大利當局接觸，釐清徵稅安排，以

及要讓本港證券商知道自身責任。他憂

慮，有關安排會增加證券商的成本。

梁高美懿獲委港交所董事

另外，港交所歡迎政府委任梁高美懿

為新任董事，以及再度委任夏理遜、許

照中及利子厚為董事。前主席兼現任獨

立非執行董事夏佳理，將於本月24日股

東周年大會結束後退任。交易所主席周

松崗表示，感謝夏佳理過去七年來給予

港交所的貢獻。

據研究機構理柏資料顯示，3月份455隻強
積金基金平均回報為負0.24%，雖較2

月份的0.58%負回報有所好轉，惟仍是在1月
份連續8個月錄得正回報後，連續兩個月出現
虧蝕。3月部分股票基金回報均有倒退，除中
國股票基金及香港股票基金外，韓國股票基
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亦分別倒跌3.21%及
2.19%，亞太區（除日本）股票基金跌1.41%。

日股基金上月回報5.85%

中國股票基金跌幅最勁，回報倒跌3.59%。
港股基金跌2.44%，與同期 指2.5%的跌幅相
若。

去年表現極差的日本股票基金，今年3月份
回報達5.85%，成為表現最佳，受惠於日本進
行無限量貨幣寬鬆，刺激當地股市急漲，令
有關基金表現再度反彈。醫藥及醫療保健股
票基金回報亦有3.97%，表現持續平穩。美國
股票基金及其他股票基金回報分別為3.11%及
2.56%。

截至去年底強積金資產總值為4,398.39億
元，按全港約258.9萬名打工仔計，平均每名
打工仔單月蝕407.73元。綜合今年首季強積
金基金回報為1.74%，即人均賺2,956元，稍
微跑贏首季港股的1.6%的升幅。

首季強積金基金當中，由日本股票基金、

醫藥及醫療保健股票基金及美國股票基金表
現領先，單季回報分別為12.92%、11.48%及
9.47%，其他股票基金亦有7.56%回報。中國
股票基金表現最為參差，季回報負3.04%。

港股基金首季負回報0.5%

頗受市場歡迎的香港股票基金，回報卻為
負0.5%。韓國股票基金回報負2.41%。

債券基金表現方面，3月環球債券基金回報
負0.19%，累計首季回報負1.43%。港元債券
基金3月回報負0.23%，單季回報負0.69%。亞
太區債券基金單月及單季回報則為0.03%及負
0.4%。

日股基金大翻身
首季升13%稱冠

積金首季稍贏大市 打工仔人賺290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遠威) 本港強

積金再度錄得虧蝕，今年3月份平均回

報倒退0.24%，已連續兩個月出現負

回報，平均每名打工仔月蝕408元。

但受惠日本央行推行無限量寬政策，

圓匯狂貶，刺激日股在首季升近兩

成，令日本股票基金無論單月或首季

計，均表現亮麗，其中3月份平均回報

達5.85%，成為表現最佳基金；首季

計亦升達12.92%，同為表現最佳基

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遠威) 招商銀行(3968)
去年不良貸款率上升0.05個百分點至0.61%，
不良貸款餘額增加25.21億元(人民幣，下同)至
116.94億元。招行副行長張光華昨於發布會上
表示，去年零售貸款壞賬增加，令不良貸款
略有上升，未來或隨經濟周期及個別地區和
行業情況而有影響，但整體資產質量仍相對

穩定，相信不良貸款率仍可維持
在健康水平。

房貸進入正常風險暴露期
零售金融總部常務副總裁劉

建軍續指，不良貸款主要在於
房貸及小微企業貸款，房貸的
貸款年期為3至5年，由於2008
至2010年房貸增長較快，去年
有關不良貸款增加屬正常暴
露。小微企業貸款一般在一年
內會有相似情況，明白有關企
業風險程度較高，惟仍在可控
範圍內，不良貸款或有出現，
但不要忽視可帶來的收益，該

行會識別有關企業的經營情況；目前有抵押
貸款佔比達80%。

料首季淨息差或略有下降
該行去年淨利息收益率收窄3個基點至3.03

厘，副行長李浩表示，今年首季淨利息收益
率或略為下降，但相信不會有明顯上落波

幅。料今年可受惠於小企業和小微企業貸
款，由於定價水平較高。而去年人行減息、
利率重新定價及行內競爭，仍是今年要面對
的不利因素。

招行去年派息增加，行長馬蔚華表示，該
行派息比率一貫維持25%以上，因去年宣布
配股，故上調派息比率至30%，由於有利配
股完成；有信心配股可獲批。此外，今年的
發展方向仍是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兩小貸
款」，包括零售銀行業務的500萬元以下小微
企業貸款，及批發銀行業務的500萬至1,000萬
元小企業貸款。去年小企業及小微企業貸款
分別增長990多億及907億元，相信今年可再
取得佳績，目標兩項貸款可各自佔有關業務
貸款總額的45%。

中銀監監管內地理財產品，限制非標準化
債權資產總額，不可高於理財產品總額的
35%，招行目前尚未達標。李浩表示，政策
對該行整體影響不大，由於部分資產將在3
至5個月內到期，相信年內能夠達成規定要
求。他認為當局措施有利日後理財產品發
展。

■左起：招商銀行副行長李浩、行長馬蔚華、副行長張光

華出席業績發布會。 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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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次季首日開門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