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 內地經濟逐步改善，加上11月舉行

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將帶來政策利好等

因素，許多機構和券商均看好第四季度A

股表現。平安證券首席分析師羅曉鳴甚至

認為，滬指有望出現類似去年12月的一波

好行情，滬指上攻2,500點。

今年前三季度，尤其是上半年，內地整

體宏觀經濟環境不佳，出口不利和市場融

資緊張，導致經濟增長不及預期，因此，

A股一度跌至1849點低點。至於第四季行

情，多家券商和基金公司均看好。

政策利好方面，南方基金最近發佈的第

四季度投資策略報告認為，11月份即將召

開三中全會，經濟改革預期提升，這給上

證指數帶來反彈動力。而國務院常務會議

決定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

助於在貨幣增速穩定的背景下盤活存量，

既有穩增長又有調結構、控風險的思路，

長期利好股市。瑞銀證券首席證券策略分

析人陳李認為，市場對三中全會存在很高

的政策預期。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認為，三中全

會將會公佈改革方向和細則，推進城市化、

地方政府放權、加快市場化和戶籍改革及土

地流轉等，這將些政策將帶來市場利好，既

能推動經濟發展又利好市場投資。

受惠經濟基本面改善

在談到經濟方面，李大霄表示，最近公

佈的經濟數據表明目前國內經濟已經觸底回升，經濟基

本面的改善對股市是很大的利好，去年12月就是因經濟

觸底回升，A股迎來一波大漲行情，預期四季度也不排

除有這種可能。南方基金認為，三季度各項經濟指標均

出現環比回暖，經濟再次復甦，預計近兩年我國經濟增

速將在7-8%之間波動。面對經濟復甦仍然形勢複雜，特

別是新興市場國家面臨很多挑戰，中央政策未來還會對

穩增長有所側重，這對股市上揚帶來良好的支撐。

而對於第四季度股市表現，羅曉鳴認為，經濟觸底和

政策利好等，滬指有望衝擊2,500點。南方基金認為，因

經濟改革預期提升，滬指仍有反彈動力。投資者可以重

點把握估值較低、受益改革預期提升估值的板塊。近期

市場的熱點圍繞 政策展開，三中全會之前，料有一些

利好政策出台，把握政策熱點是當前

行之有效的投資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A股於9月份大
漲3.64%且實現月線「三連陽」，創下三年來最佳
紀錄，基金界人士對A股前景謹慎樂觀。路透最
新月度調查顯示，受訪的8位基金經理有7位對未
來三個月滬綜指點位做出預估，平均值為2,257
點，不僅較8月調查時的2,218點繼續上揚，且較
目前位置高出近4%。

滬綜指未來三個月料逼近2300點

該調查披露，有7位基金經理均認為三個月後
滬綜指將高於目前指數，有5位基金經理認為三
個月後股指會衝高至2,300點附近。部分基金經理
將A股IPO重啟視作一個投資機會，理由就是這將
帶來一些估值相對便宜、增長較好的新投資標
的。但對未來三個月股票的持倉建議配比，則從

8月調查時的85%略跌至83.8%，原因是市場上的
金融地產估值修復行情暫告一個段落，成長股估
值偏高，而且資金面相對偏緊格局亦沒有改變，
令基金經理總體持謹慎態度。

消費板塊建議持倉比重升至21.4%

在行業板塊方面，消費板塊作為防禦性投資策
略的代表，建議持倉比重有明顯上升，是8月的
19%上升至21.4%；汽車板塊因估值明顯偏低，其
建議持倉比重亦由8月的5.4%增至6.1%；而8月被
大幅調高的金融服務板塊，則建議持倉比重有所
回落，由16.1%下降至15.6%。

路透社引述上海一位基金經理指出，前期熱炒
的主題板塊存在回落風險。另一位基金經理指
出，從未來中國內地經濟運行的方向而言，成長

股獲得較高估值可以理解。但
成長股與周期股的估值存在過
度分化，投資者對成長股開始
保留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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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末季A股配比降至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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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頻現 出讓金勢創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國人民銀行對內地居民在境外購買黃金入境的限制將放

寬。人行昨發布《黃金及黃金製品進出口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就放鬆黃金進出口限

制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並規定個人攜帶自用黃金及黃金製品進出境，若重量在200克以

下，可免予向海關申報和交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涂若奔）中國稀
土（0769）昨日宣
佈，透過旗下全資附
屬銀茂控股與合營夥
OSRAM GmbH訂立
協議，以1,513萬元代
價收購合營公司歐司
朗（中國）50.1%股
權，由集團以內部資
源現金撥付。

交易完成後，歐司
朗（中國）將成為集
團旗下全資附屬公
司。中國稀土主席蔣
泉龍表示，中國內地
的熒光材料市場具備
商業潛能，OSRAM
GmbH 今後仍將持
續發展照明業務，並
繼續向集團採購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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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銀亞洲半年多賺44.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建銀亞洲昨公布上半

年業績，半年純利上升44.3%至6.45億元。淨利息收入
增24.8%至12.39億元；淨息差收窄9基點至1.34厘，受資
金成本上升影響。非利息收入升20.7%至4.09億元。貸
款減值1,180萬元，去年同期則有720萬元回撥；客戶貸
款撥備覆蓋率2.67倍。按巴三要求計算，該行普通股權
一級資本比率及一級資本比率均為13.3%，總資本比率
為14.5%。

中科礦業料銅成本跌逾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中科礦業（0985）執

行董事許銳暉表示，集團維持全年澳洲銅礦產量目標
2.3萬噸不變。雖然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但內地及美國
房地產復甦，加上銅市場出現供不應求，故仍看好銅的
需求，相信今年全球需求增長4%至6%。他又指，由於
澳元下跌，加上澳洲大選後，新一屆政府將取消碳排放
稅，將令集團生產成本今年下跌10%至15%。現時集團
未有融資需要，目前亦未有其他收購合併計劃。

泰山石化延發業績續停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停牌多時的泰山石化

（1192）昨舉行股東會，交待延期更換核數師、延發中
期及全年業績等事宜。早於今年9月初，公司發出公告
指，安永會計師會於月底的股東會完結後正式退任。昨
日在股東周年大會的公告中顯示，新核數師委任如常延
期，直至另行通知。

出席股東會的小股東表示，公司在會上沒有交待何時
復牌亦沒有明確回應清盤的安排。股東會上除了重選董
事等普通事項外，亦再重申延遲刊發中期及全年業績。

該公司在今年8月底發出公告指，截至去年6月底的中
期業績、截至去年12月底的全年業績及截至今年6月底
的中期業績會進一步延遲刊發，公司將尋求於今年底前
公佈該等業績。由於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尚未開始審核公
司截至去年12月底的賬目，預期更換核數師將不影響發
佈該等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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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上海自貿區
於前日正式掛牌後，自貿區的「10年紅利」惹
來其他城市加入競逐，包括天津、廣州、深圳
都傳積極爭取自貿區試點。而天津港發展

（3382）主席于汝民表示，上海自由貿易區昨
掛牌成立是好事，反映中央推進內地改革開放
的決心，在相關細節出台後，天津方面有深入
研究。而目前天津正積極向中央申請在東疆保
稅港區成立自由貿易區，正與相關部門接觸及
商討細則，唯仍待申請結果，集團亦正深入研
究於該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彭謙、李叢書 廣州報道）

廣東省產權交易集團昨日在廣州舉行揭牌儀式，標
誌 粵整頓產權交易所工作取得又一進展。目前，
廣東省產權交易集團擁有國有（集團）產權交易資
格、全省司法委託交易資格、省級第三方藥品電子

交易平台資格、全省唯一的金融企業國有資產交易
資格、省級股權托管資格，承擔廣東省綜合型產權
交易平台建設試點、廣東省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
試點兩項省級試點。下一步將拓展林權、水權、大
宗商品交易等18個業務板塊。

藥品交易中心上線運行

與此同時，廣東省藥品交易中心也正式上線運
行。據介紹，該中心是廣東省首創的第三方藥品電
子交易平台，將為全國醫藥生產經營企業和全省醫
療機構提供各類醫藥用品「在線競價、在線交易、
在線支付、在線融資、在線監管」五項服務，讓藥
品交易回歸市場。

廣東省產權交易集團揭牌

人行擬准200克以下黃金自用免稅

個人境外買金免稅額將放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內地地王頻現，土
地出讓金步步高升，據《新浪房產》引述華燕發展
研究部數據，單上海首9個月土地出讓金已近1,500億
元（人民幣，下同），全年出讓金創歷史新高幾無懸
念，而此前最高紀錄是2010年的1,527億元，只比今

年前9個月多出約27.5億元。

新地奪徐家匯中心地貢獻最大

據華燕的數據顯示，首9個月上海土地出讓總金額
已達1,499.46億元，當中徐家匯中心項目地塊貢獻最
大，新鴻基地產（0016）於9月5日，透過全資附屬
公司威萬國際以217.7億元（約275.8億港元）奪得該
地，價格刷新了今年內地土地總價紀錄，也成為上
海史上總價最貴的地塊。

而於今年7月3日，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中區
的商住地塊以48.7億元成交，5月29日北京福潤天成
出價46.7億元，拍走長寧區新華路街道71街坊地塊
等，多個高價成交的地塊都反映，房企對上海土地
資源的狂熱追捧。而據新浪樂居統計，截至上月24
日，今年以來上海土地市場出讓的溢價超100%地塊
已達7幅。銀億集團上海公司營銷總監王士章指，由
於目前新的宏觀經濟層面被看好，令部分房企不惜
工本來到上海。

截至上月30日，據顯示，10月份計劃13幅地塊入

市，起始總價超過64億元，意味今年上海土地出讓
金額創歷史紀錄已成定局。在計劃入市的地塊中，
閔行區虹橋商務區核心區北片區07號地塊、閔行區
虹橋商務區核心區北片區13號地塊、浦東新區濰坊
新村街道黃浦江沿岸E18單元7-7地塊均引發高度關
注，在截至上月30日，據上海市規土局網站顯示，
上述3幅地塊均吸引逾30家開發商領取申請書，競買
申請還將不斷攀升。

對此，內地監管層再次釋出調控信號，上月25日
國土資源部曾召集13個省份和16個城市國土資源部
門負責人召開座談會。要求一線城市加大住宅用地
供應，平抑地價，務必做到年內不再出「地王」。但
業內人士指，「地王」並不能被喊停。因「土地財
政」等痼疾仍尚無法破除，無論是更合理的競價方
式，還是嚴格的土地收儲、出讓監管，最終能產生
多大效果仍在於地方政府的意志。而中國房地產業
協會研究中心總監回建強認為，若政策保持穩定，
流動性充裕的話，地方政府也同時拿出優質地塊，
土地熱潮仍會繼續。

另外，央行並規定，若在當天及短期內多次進出
境的旅客攜帶黃金及黃金製品，和個人攜帶黃

金及黃金製品暫時進出境的，需依據海關有關規定
辦理。

人行在徵求意見稿中提到，若重量超過200克，應
當主動向海關申報，並憑人行及其分支機構開出的
准許證辦理交稅及通關手續。

根據國家宏觀經濟調控需求，可對黃金及黃金製
品進出口的數量進行限制性審批辦理個人攜帶黃金
及黃金製品進出境准許證，應符合以下條件：包括
屬一件不可分割的自用黃金及黃金製品；重量在200
克以上、5,000克以下；1年內每人限1次。

據人行規定，申請黃金及黃金製品進出口的法人
應具備的條件，以及進出口所需提交的材料。並要

求獲得黃金進出口資格的市場主體，須承擔平衡內
地黃金市場實物供求的責任，進出口黃金應在上海
黃金交易所登記及完成初次交易。

有關意見反饋的截止日期為10月29日。
黃金以其保值與首飾功能兼備，素來為中國人喜

愛，中國對黃金的需求逐年上漲，目前為僅次於印
度的全球第二大黃金消費國。今年上半年國際金價
下跌期間，中國大媽在市場狂掃黃金，已震驚全球
財經界。

內地黃金消費上半年增53.7%

據中國黃金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
內地黃金消費量達到706.36噸，比2012年上半年增加
246.78噸，同比增長53.7%；其中首飾用金383.86

噸，同比增長43.6%。但上半年內地黃金產量僅
192.82噸，缺口超過500噸。儘管官方沒有公布黃金
進出口數據，但據路透社引述世界黃金協會（WGC）
今年發佈的報告稱，去年中國大陸經由香港地區進
口黃金達到創紀錄的834.5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94%，是 2011年431噸的幾乎兩倍。

■圖為徐家匯中心項目地塊的全景。 新華社

■人行擬規定個人攜帶自用黃金及黃金製品進出境，

若重量在200克以下，可免予向海關申報和交稅。

■圖為濱海東疆保稅港區效果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