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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8月26日會見美國駐

港總領事夏千福時，向對方介紹了香港回歸

16年以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情況，並強

調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

和官員不應干涉，重申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

部勢力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事實上，宋

哲的表態是有的放矢 ，這既是由於夏千福的

前任楊甦棣任內多次干涉香港政制發展問

題，也是由於夏千福上任不到2個月，已經對

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指指點點。宋哲促夏千福

勿干涉港事，是為了避免夏千福重蹈楊甦棣

覆轍，也是為了維護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係

的大局。

早在2011年8月，維基解密披露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上千份秘密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干預全面而深

入，並在幕後扮演操控角色。例如，就香港

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

的意見，左右反對派政黨的選舉策略和部

署，促成「五區公投」，操控宗政媒三位一體

的港版「四人幫」，挑選反對派精神領袖人

選，操控反對派政客反中亂港的前台表演，

等等。維基解密披露的電文，是美國總領館

干涉香港政制發展的證據。

夏千福的前任楊甦棣任內，一再干預香港

內部事務，包括對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

和行政長官選舉等事宜指手劃腳，說三道

四，違反國際法及公認行為準則，屢次引起

香港社會廣泛抨擊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嚴正反對。而夏千福上任不到2個月，已經對

香港政制多次表態，他聲稱希望香港走向

「真普選」，希望在2017年特首普選中，反對

派中人可以「入閘」參選。所謂「真普選」

是香港反對派的政治術語，夏千福用此敏感

術語對香港2017年特首普選表態，明顯是無

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對這一嚴肅和原則的

問題，中方是不能容忍的。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

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有不干涉接受國內政的

義務。領館官員外交人員作為一個國家的代

表，必須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

政的言論和行動。這些行為是與使領館和外

交人員的地位與職能相違背的。宋哲促夏千

福勿干涉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確有必要。

華府官員透露，已鎖定少於50個敘利亞政府

軍事目標，最快今日內以戰斧巡航導彈實施攻

擊，強調「有限度」軍事行動旨在「威懾與削

弱」巴沙爾政權。敘利亞局勢急劇惡化，觸發

新興市場撤資潮，環球股市昨日出現小股災。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軍事攻敘可能導致推翻

敘利亞政府的結果，凸顯所謂無意推翻巴沙爾

政權說法自相矛盾。敘利亞在中東地區角色十

分重要，一旦開戰無疑引爆中東火藥桶，地緣

矛盾升溫，拖累全球經濟，尤其是嚴重衝擊國

際原油市場，為全球金融市場蒙上陰影。

聯合國專家已對敘利亞化武問題展開調查，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搶先宣稱將向敘利亞

動武，雖然美國強調攻擊「有限度」，目的是懲

罰巴沙爾政權及削弱其使用化武的能力，無意

促成政權更替，但敘利亞一旦受到軍事攻擊，

將觸發難民潮和社會動盪骨牌效應，加劇了巴

沙爾政權倒台危機。並將影響黎巴嫩、伊朗等

國政局，造成區域內更大連鎖反應。事實上，

打擊敘利亞可達致西方國家改變中東勢力版圖

的目的，重複藉口摧毀「大殺力武器」推翻伊

拉克政權的手段。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旦軍事攻敘，不但

加劇敘利亞亂局和人道危機，而且引發地區矛

盾，拖累全球。敘利亞已揚言將以「驚人」手

段對付任何外來攻擊，敘利亞亦擁有伊朗、黎

巴嫩真主黨等地區盟友以及俄羅斯的明確支

持，如果西方國家採取軍事行動，原已複雜的

中東地區局勢勢必升溫，多國對壘矛盾擴大，

進一步引發廣泛的國際社會安全危機。

敘利亞危機率先點燃了市場藥引，全球金融

市場首當其衝，昨日即觸發環球小股災。中東

地區主要股市和貨幣固難倖免，亞洲主要股指

收低，歐美股市亦身受其害，港股昨日亦受敘

利亞局勢影響跟隨外圍下跌350點，創5周低

位，印度和印尼近日跌勢也可能蔓延至巴西和

土耳其等新興市場。敘利亞亂局進一步為地緣

政治增添不明朗因素。在避險意識高漲之下，

資金紛紛撤走，加劇市場跌勢，原本已受聯儲

局退市消息重創的新興市場更雪上加霜。敘利

亞危機亦加深國際市場石油供應憂慮，推高油

價。敘利亞局勢持續惡化，為正在復甦的全球

經濟蒙上陰影，全球市場波動難免，加深了金

融市場動盪不安的憂慮。美國等西方國家須權

衡利弊，將政治和外交手段作為處理敘危機的

主要選項。

宋哲促夏千福勿干涉港事有的放矢 西方國家軍事攻敘禍及全球

港股跌350點 今結算料波動
沽空比率急升 慎防淡友下月借退市「空襲」

三中全會利好 滬指險守2100點

退市影響大於戰事 宜待低位入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敘利亞局
勢緊張，亞太區股市下跌，拖累A股，滬深股市告別
反彈雙雙下跌。但之後股市在三中全會利好預期下
回升，跌幅收窄，上證綜指收市重回2,100點以上，
收報2,101，微跌2點或0.11%，成交1,322億元(人民
幣，下同)；深成指收報8,259點，下跌82點或
0.99%，成交1,314億元。

滬市昨大幅低開後二波跳水殺跌，低見2,080點，
午後煤炭有色等行業發力拉升，上海自貿區持續熱
炒提振市場做多信心和人氣迅速回升，指數頑強翻
紅，尾市有所回落收陰。

滬自貿區股暴漲超7%

盤面上看，受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升上海自由貿易區
為國家層面改革開放舉措決定刺激，相關板塊炒作力
度不減，連續第三天大漲。滬自貿區板塊暴漲超7%
領跑兩市，28股漲停。黃金股大漲超5%，有色金
屬、運輸物流、航天軍工、稀土永磁、鋼鐵、傳媒、
稀土永磁、網絡遊戲、煤炭石油、影視動漫等漲幅居
前；柔性電子領跌，網絡安全、智慧城市、醫藥、
LED、安防、重磅新藥、智能機器、智能電網等。

與主板指數相比，創業板早間雖然也有所低開，
但從低開幅度以及稍早間的走勢來看，都比較強，
創業板指報收於1,228點，跌22點或1.82%，成交約
300億元。

個股方面，兩市50隻個股漲停，但個股漲少跌
多，說明市場資金集中炒作市場熱點的跡象比較突
出，比如滬自貿區概念、煤炭石油、黃金有色、航
天軍工等。

中原證券策略分析師張剛指出，早盤主要是敘利
亞局勢和外圍股市暴跌帶來的擔憂影響，到下午明
顯情緒明顯緩和了，三中全會的利好還是佔了上
風。料後期資本流動因素對A股的衝擊不大，更多是
心理層面的影響，在多重政策利好預期下，大盤短
期還有向上空間。目前需要關注的是敘利亞槍聲何
時真正打響，打響後市場肯定會走弱，但在此之前
料走勢可能緩和一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最快今日對
敘利亞發動攻擊，中東戰事一觸即發。資金持續從
全球的風險資產流出，但市場人士似乎不太擔心中
東局勢問題，反而認為9月美國「退市」才是全球
股市的「重病」。有分析員認為，美國過往在伊斯
蘭地區的戰事深陷泥沼，今次肯定不會長期參戰，

出兵的政治意味大於軍事需要，所以對股市的影響不會
太長，敘利亞事件只令本應下個月因退市才撤走的資
金，提早流出股市而已。

中信證券國際執行董事林一鳴認為，投資者不用太擔
心敘利亞問題，事實上中東局勢長期欠穩，每隔一段時
間都有戰事，即使美國今次空襲敘利亞，對股市的影響
只屬短期及心理性，相信戰事可於數天內結束，待市場
情緒回穩後， 指可重返22,000點水平。

下一個支持位二萬點

新鴻基金融高級分析師李惠嫻直言，相對於美軍開
火，淡友借美國退市「空襲」港股的破壞可能更大。她
預期，聯儲局會於9月開始縮減約100億美元的買債規

模，屆時對市場及資金流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即使投
資者早對退市有心理準備，但市場的波動難免。

她認為，投資者現階段應該保留現金，當 指跌穿
21,500點後，下一個支持位將下移至20,000點。近日金
礦板塊回升，她直言只能短炒，而航空、旅遊股則有心
理影響，長遠相信油價未必會大幅上升。至於昨日急跌
的油股她認為現階段不宜撈底，雖然中長線該兩股沒大
問題，但未來會否更多涉及違規的負面消息曝光，令基
金進一步「洗倉」是未知數，故呼籲投資者再觀望多幾
天才再「撈底」。

可低吸醫療及風電股

若在中石油(0857)及昆侖能源(0135)中只選一隻的話，
李惠嫻會建議中石油，因為該股長線會受惠內地提高天
然氣價格的政策。如果9月股市真的大跌，受惠國策的
醫療股、風電股及IT消息股可以趁低吸納。

有基金經理更認為，美國每次打扙都有利軍工產
業，從當年波斯灣戰爭開始，幾乎每次軍事行動完
畢，美股也有升幅，所以開戰反而刺激美國經濟，投

資者可以買入外國的醫藥股，或健康護理板塊的基
金，但本港缺乏同類型股份，令本地散戶較外國投資
者輸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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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敘利亞局勢

升溫，美軍或於幾天內出兵攻擊，戰事如箭在

弦，金價油價向上，資金傾向沽貨避風頭。歐

美股市大跌下，拖累港股昨日再跌， 生指數

最多跌過400點。有市場人士指出，港股兩連

跌下仍能守 21,500點重要支持位，反映港股

市底不錯，但今日期指結算，大市可能更波

動。另外，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期指淡友可

能待下個月美國退市才大舉「空襲」，故目前

持貨風險可謂相當高。

在美國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ADR)報價個別發展，

本港時間昨晚10:45，匯控（0005）ADR報81.936

元，較港收市跌0.064元或0.08%；中移動（0941）ADR

則報83.08元，升0.48元或0.58%；中國人壽（2628）

ADR報19.265元，升0.105元或0.55%。至於昨日復牌跌

逾4%的中石油（0857）ADR也告靠穩，報8.284元，升

0.014元或0.17%。

31隻牛證被收回

昨天， 生指數全日跌350點，收報21,524點，成交

增至633億元。國指全日跌223點，收報9,765點，跌幅

達2.23%，跑輸大市，主要是中資金融股全線下挫。即

月期指跌296點，低水14點，合約成交16.4萬張，31隻

牛證被打靶，62%的主板股份下跌，僅14%股份上升。

港股全日沽空金額增至86.9億元，佔大市成交比率急升

至13.8%，涉及沽空股份增至431隻，其中建行(0939)沽

空比率為40.4%，安碩A50中國(2823)沽空比率43.3%。

內險股業績差急挫

內險股中國太平(0966)及新華保險(1336)業績遜預

期，分別跌6%及3.5%，信行(0998)不良貸款額急升逾

三成，股價跌2.9%，四大國有銀行跌幅介乎1.5%至

2.5%。

中東局勢緊張，令石油股、金礦股及航空股成為大市

焦點。戰雲密佈下，國泰航空(0293)及東方航空(0670)分

別跌3.9%及3.6%。敘利亞戰事一觸即發，黃金發揮避

險作用，招金(1818)及紫金(2899)分別升5.2%及3.2%。油

價升穿110美元一桶，本應有利石油股，如中海油(0883)

昨日便升0.6%；惟中央重點打擊國企貪腐，中

石油3名高層涉嚴重違紀，已辭任及接受調

查，中石油昨日復牌遭拋售，全日跌4.4%，成

交近24億元。

亞匯跌累一太創新低

同日復牌的中石油子公司昆侖能源(0135)表

現更差勁，該股勁跌13.5%，是跌幅最大藍

籌。證券經紀表示，昆侖的成交由平日僅數億

元激增至30.2億元，佔大市成交4.8%，居成交

額榜首，顯示基金大手洗倉，市場對該股的信

心驟失。中石油的H股市值昨日減少80.2億元

至1,744.9億元，昆侖能源市值更單日蒸發137

億元至877.2億元。不過，高盛發表報告，維

持中石油及昆侖的「中性」評級，指事件無礙兩公司日

常營運，只會令其股價短期波動。

東南亞股匯續跌，在印尼有巨額投資的第一太平

(0142)挫6.2%，曾創1年新低。東南亞有大量業務的友邦

(1299)及渣打(2888)分別再跌逾1%及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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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退市的影響，相信較美軍空襲敘利亞為

大。 資料圖片

部分股份昨日表現
股份 昨收報（元） 變幅（%）

內銀股

中信銀行（0998） 3.67 -2.91

中國銀行（3988） 3.23 -2.41

交通銀行（3328） 5.12 -2.29

建設銀行（0939） 5.62 -2.09

重農行（3618） 3.42 -2.00

內險股

中國太平（0966） 10.66 -5.99

新華保險（1336） 20.55 -3.52

中國太保（2601） 25.90 -3.17

人保集團（1339） 3.72 -2.10

中國平安（2318） 53.20 -2.02

石油類股

昆侖能源（0135） 10.88 -13.51

中石油（0857） 8.27 -4.39

中石化（0386） 5.73 -1.37

中海油（0883） 15.56 +0.64

金礦股

招金礦業（1818） 7.35 +5.15

紫金礦業（2899） 1.95 +3.17

靈寶黃金（3330） 1.89 +2.16

■憂敘利亞局勢，港股隨外圍下跌，收市跌350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