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5月下旬以來， 指已累跌多日，跌穿

4月以來低位(21,423點)，持續弱勢令10天線

(22,045點)正朝250天牛熊線(21,506點)下

插，兩者相距約500點，預計約5個交易日

後便可能相遇，形成代表中線弱勢的「死

亡交叉」指標。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

表示，美國「收水」的預期，令資金撤出

早前熱炒的股市，同時離開美債體系也令

「債券泡沫」提早爆破，然後會出現一系列

的骨牌效應，令股市愈跌愈有。

超賣嚴重 仍未吸引資金回流

不過，他指出，正因為股市弱勢畢呈，

才令聯儲局有借口延遲「收水」的時間，

事實上，在QE2及QE3推出前，全球股市皆

疲弱，特別是歐洲更多次傳出債務危機，

甚至有國家要離開歐元區，結果「迫使」

歐美央行「泵水」救市。今次情況也相

若，早前有聲音指美國可能提早削減量寬

規模，故環球股市出現大弱勢，也使得美

國收水的動作可略為押後，料美國議息會

議後，股市會見底反彈，目前港股的強弱

指數再跌穿30呈「超賣」，料 指本周即使

不反彈，跌幅也可減少，初步底位看21,000

點。

根據內地傳媒報道，多間內地券商預計

端午節後，A股或會有技術反彈，最高可升

至2,300點，相信在端午節假期後，港股可

隨A股反彈。但他認為，資金流主導大市走

向，如果成交不配合， 指升至21,800點便

有很大阻力，最終要下試20,000點水平，才

有望吸引資金回流。

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則指，雖預

期港股可望反彈，但部分基本因素已轉弱

的股份，例如地產股、高息股，投資者宜

避開。他說，港股原來的主要技術支持位

於22,220點，但港股卻出奇地連日下跌，即使上周五美股

急彈，港股表現也令人失望，近期積弱的港股已成全亞洲

股市中表現最差。

經濟前景不振 或下試二萬關

單以 指而言，已由高位23,512點跌至21,354點水平，

已回吐約2,200點，累跌近9%，規模雖不算是股災，但與

同期的歐美股市只下跌2%相比，港股明顯積弱。究其原

因，主要是港股在跌市時，繼續有資金外流，即使公用

股這類股份，亦無法發揮資金「避難所」角色，港股是

否已跌夠，要從基本因素分析，雖然 指已跌至10倍左

右的預測市盈率，但只要資金一天不回流港股，港股也

沒條件回升，目前在 指及國指內的成份股，大部分都

受到經濟前景不振所影響，全無上升

機會，故他直言港股仍未見底，而且

底部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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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27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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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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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庫局梁鳳儀：
未見資金大規模撤港

憂央行「收水」歐股尾市跌逾1.7%

騰訊否認購大馬ICT供應商

iBond3截孖展 26億元認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美聯儲可能提早退市，不少分
析擔憂資金將大規模回流美國，令港股受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局長梁鳳儀昨日表示，香港市場已習慣資金不斷進進出出，暫
未見資金大規模離開本港。雖然目前美國、歐洲及日本仍然存在
不明朗因素，可能為市場帶來短期波動，但本港金融機構一直保
持警惕，相信有能力應對市況。

對於財政部再次來港發行人民幣國債，梁鳳儀表示，政府對此
非常歡迎，相信中央來港發行人債將會成為長期、有規劃及 常
機制。她指出，今次是首次提供30年期國債，相信可滿足退休基
金的投資需要，亦對債市特別是人債有促進作用。

港有潛力成私募基金中心

談及前海時，梁鳳儀指，前海在金融發展方面起先行先試作
用，其中一個方向是吸引私募基金在當地開業。在環球低息環境
下，歐美私募基金傾向投資亞洲，以爭取高息回報，相信隨 內
地資本賬開放，本港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成為私募基金中心。

溫灼培：日圓暫徘徊97至1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日本央行早前宣布維持0至0.1%

的基準利率、及70萬億日圓資產購買規模不變，令日圓匯價走勢
再受關注。 生投資服務首席分析員溫灼培表示，目前環球經濟
仍然不明朗，日圓匯價再跌亦無法帶動出口增長，反而因為能源
進口價格上升，影響經濟復甦動力，故預計日圓匯價短期內將維
持97至100區間。他又預期，美國經濟下半年將會好轉，並吸引
投資者將資金由日本債市轉到美國債市，屆時美元兌日圓將反彈
至107水平。

在前景不明下，投資者皆傾向先避風頭，並等
待A股復市。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

文表示，日央行議息會議結果令人失望，大市或下
試21,000點，相信要待本月中聯儲局議息會議後才
會有所改善。內地經濟數據不理想，國指10連跌，
跌穿10,000點關口，跌167點或1.65%，報9,959點，
創8個月以來新低。即月期指跌231點報21,163點，
大低水191點。

藍籌地產及內房股未止瀉

重磅股匯控(0005)跌0.9%至83.6元，拖低大市36.32
點。藍籌地產股同樣是推低大市的主兇，信置(0083)
跌4.2%、 地(0012)跌4%、 隆(0101)跌3.8%、新地
(0016)跌2.33%、九倉(0004)跌1.84%、長實(0001)跌
1%，令地產指數大跌2.53%，是連跌第10日。近月
密密吸納 地的「四叔」李兆基相信賬面已見損
手。

熱炒的科技股連日來不受弱勢市況影響，但昨日
終見回吐，騰訊(0700)及聯想(0992)分別跌0.13%及
3.27%，瑞聲(2018)及中軟(0354)跌2.56%及2.87%，金
山軟件(3888)跌2.7%。不過，部分科技股仍強勢，品
質國際(0243)升3.7%，A8電媒(0800)升6.25%，方正
數碼(0618)更狂飆23%。

影子銀行存憂 內銀續捱沽

內地媒體報道，內地預售資金監管制度僅在個別
城市實行，大部分的三四線城市並未實施，可能形
成泡沫，內房股借消息下跌，中海外(0688)及潤地
(1109)分別跌2.3%及3.36%。惠譽指中國影子銀行對
經濟有影響，警告最終可能損害中國主權評級。內
銀股下跌，中行(3988)跌3%、農行(1288)跌1.7%、重
農商(3618)跌3.76%。公用股長期以來的避險作用亦
失效，長建(1038)跌2.3%、煤氣(0003)跌1.6%、中電
(0002)及電能(0006)分別跌0.71%及0.3%。

港股失守牛熊線 考驗21000
內外利淡夾擊 國指10連跌 穿一萬大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各地股市均

被不同的負面因素籠罩，包括令市場最憂

慮的聯儲局退市時間、內地經濟數據欠

佳、日股大跌、美股會否再一次應驗「興

登堡」凶兆等。港股昨天再挫260點或

1.2%，收報21,354點，創近7個月新低，成

交額增至582億元。分析員表示，港股跌市

成交增，並且跌穿250天牛熊線(21,506

點)，加上下跌股份多達984隻，反映市況

一面倒弱勢，料後市還會進一步向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第三批通脹掛
債券iBond3（4218）認購時間尚餘不足兩日，

昨已截收孖展申請。綜合11間券商，合共接獲

5.828萬份申請，認購涉及25.96億元，人
均認購4.5手。iBond3將於明日（13日）
下午2時截止認購，由於認購反應踴躍，
市場預期總申請人數將超過去年1.8倍至
60萬人，料人均分派將大減至不足2手。

料超60萬人申請 分派勢大減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陳啟峰認為，
iBond3申請人數或將超過去年一倍，認
購人數達60萬至70萬人，人均分派1至2
手。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預期，
iBond3申請總數可超過50萬份，較去年
增加51%以上，料人均可獲分派1至2
手，較去年3至4手少。估計首日上市收

市價介乎104至105元，較上兩批iBond的首日收市
價低。信銀國際表示，截至昨日該行接獲總認購
人數較去年同期高約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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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騰訊（0700）傳
出海外收購計劃，馬來西亞傳媒昨引述消息人士
指，騰訊或收購Patimas Computers的15%股權，
交易將於今日(12日)完成，但未有表明股權交易途
徑。騰訊發言人傍晚就有關傳聞予以否認。

Patimas Computers為在馬來西亞上市的訊息通
訊技術(ICT)提供商，主要提供ICT商業基礎設施
及雲計算服務，報道認為騰訊收購該公司，有助
旗下產品「微信」在當地發展。該公司去年錄得
淨虧損2,780萬美元，並曾在審計調查時被揭違規
行為。

此外，高盛報告指，《搜狐IT》近期報道了騰
訊新版微信5.0的潛在新功能，如能實現相信將可

提升用戶體驗，認為新功能有利壯大服務平台，
給予騰訊「買入」評級，目標價320元。騰訊昨
先升後回，收報304.8，隨大市跌0.13%。

高盛：微信新功能添動力

該報道指，微信5.0將具有強化掃描功能，用戶
可在各種商品條碼及文字上掃描二維碼，以獲取
產品價格及評價資訊。可利用文字辨識掃描功
能，進行英譯中翻譯。亦具有街景配對功能，以
及移動支付功能。

預期新功能將幫助騰訊成為內地領先的廣告平
台，同時可藉該支付功能，將旗下的遊戲轉化為
潛在收入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香
港貿易發展局製造業拓展總監周瑞鹿生
預期，本港全年出口增長約4%，與
年初的預測相若，目前業界聖誕節訂
單理想。本港出口市道雖受歐債危機
影響，較為淡靜，但美國市場有輕微
復甦跡象，雖然內地有反貪腐政策，
但主要影響奢侈品市場，本港中小企
則主要向內地出口日用品，其產品亦
能符合內地中產需求，預期出口改變
不大，內地二、三線城市內銷市場仍
有龐大潛力。

美市場本季增低單位數

周氏指，由第二季接收的訂單顯
示，美國市場有低單位數的增長，歐
洲則受歐債危機影響消費意慾，市場
較淡靜，按年近乎持平。他又看好東
盟及其他新興市場的潛力，包括中國
內地、印度、俄羅斯及南美，當中內
地仍為最重要市場，可助抵銷部分西
方國家訂單的損失。目前美國市場佔
整體出口30%-40%，新興市場佔比仍
低，仍有增長空間。

近期內地製造業出口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反覆，但周氏認為，內地市
場出現汰弱留強情況，反增強實力較
佳的公司銷售。而隨 環球經濟改
善，相信本港PMI亦會好轉。該局將
會舉辦展覽、時尚購物展覽、設計廊
和實體店舖，助本港企業打入內地市
場，以滿足中國龐大內需市場。

昨日跌幅顯著板塊
內房股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0917 新世界中國 2.58 -8.51

3366 華僑城 4.00 -7.62 

1168 百仕達 0.72 -5.26   

0272 瑞安房地產 2.40 -5.14 

3333 大地產 2.88 -4.95

藍籌地產股

0083 信和置業 10.56 -4.17

0012 基地產 44.60 -3.98

0101 隆地產 25.30 -3.80

0016 新鴻基地產 96.40 -2.33

0004 九龍倉 66.60 -1.84

石油天然氣設備及服務股

0196 宏華集團 3.00 -9.64

1623 海隆控股 4.17 -6.29

1938 珠江鋼管 3.27 -5.22

3337 安東油田服務 5.24 -4.73 

1251 華油能源 4.41 -4.13
■港股昨再挫260點，跌穿牛熊分界線，創近7個月新

低，成交額增至582億元。 新華社

■陳啟峰預料，iBond3申請人數或超去年一倍，人均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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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歐洲股市全線跌，
截至昨晚10:30止，英國富時跌1.7%，德國DAX跌
1.8%，法國CAC跌1.8%，意大利及西班牙的股市
亦跌2.3%以上。市場憂慮全球各個央行是否會結
束量化寬鬆政策，除美國有「收水」言論外，日
央行亦表示暫沒推出新刺激政策的打算，歐央行
亦曾表示，目前看來沒有實施進一步寬鬆政策的
必要。

有市場人士指，歐洲股市低開後，跌勢持續，

主要因日央行昨日公布會議紀要顯示，該行全票
通過維持0至0.1%利率不變，並承諾以每年60至70
萬億日圓的速度擴大基礎貨幣，但規模太少令部
分投資者失望。

另外，上周歐央行有官員曾表示，目前看來沒
有實施進一步寬鬆政策的必要，德國憲法法院亦
稱，ECB購債計劃在平息歐羅區危機上的成就，不
影響其判定該計劃是否違憲。美國聯儲局亦已經
開始討論何時為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的最佳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