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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升383點過四關
場上昨日有各種版本的三中全
會細則流傳 投資者憧憬即將

出台的細則或會超預期 內地A股率
先炒起 飛機製造 自貿區 上海國
企股等題材熱炒 券商銀行等權重股
亦出現反彈 推動A股一掃近期頹
勢 上海綜指早市曾大升2.32% 收
盤稍收窄至升1.68%

另外 美聯儲局候任主席耶倫美國
時間周四出席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舉行
的提名聽證會 她主張在美國經濟復
甦依舊差強人意的當前 大規模買債
等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QE 仍需延
續 需等到經濟復甦表現更為強勁之
日 美聯儲貨幣政策才能回歸常態
耶倫的表態 提升了市場對於美聯儲
繼續執行寬鬆貨幣措施的預期
受中美利好消息刺激 在美股和內

地股市強勁表現帶動下 港股昨日高
開100點後一路反覆向上 全日收報
23,032點 升383點 升幅1.69％

大市昨日除補回周三急瀉的裂口外
更升穿 10 天 20 天 及 50 天 線
23,029點 成交亦增至669.2億
元 是10月23日以來最大的一日
即月期指升457點至23,003點 低

水29點 成交合約66,727張 26隻
熊證被打靶 國指升312點 收報
10,703點 升幅3% 為8月12日以
來最大單日升幅
統計全周 港股大起大落 走勢猶
如坐過山車 牛熊通殺 全周恒指雖
然僅累升287點或1.27% 惟上下波
幅達661點 國指全周則累升311.97
點或3%

霸菱香港中國基金投資經理羅瑩指
出 三中全會最重要的內容是中國領
導層決心大力推進中國進一步深化市
場化改革 以便更好滿足當前形勢需
要 而市場重要性的上升有助於改善
整體回報
羅瑩又指 之前三中全會落下帷幕

並未為市場帶來正面的即時反應 這
是由於市場此前期望過高的緣故 不
過中國股市的估值仍然處於較低水
平 盈利增長能達到10%以上 相較
過往水平及其他國家股市 仍然具有
吸引力 目前是增持現有持倉或建立
新持倉的良機

個股方面 藍籌股近全面上升 中
資金融股更表現強勢 新華保險
1336 曾罕有大升近兩成 最終仍
升 8.33% 太平 0966 及 太保
2601 各升 6.61%及 3.7% 人保
1339 升3.88% 平保 2318 及

國 壽 2628 亦 各 升 3.67% 及
3.16% 工行 1398 升2.7% 中行
3988 升3.16% 交行 3328 升
3% 建行 0939 升2.23% 石油石
化股表現亮麗 中石化 0386 中
石油 0857 及中海油 0883 分別
升3.17% 2.79%及2%
美國可能延後退市 本地地產股亦
上揚 獲四叔李兆基3個月來首度增
持的恒地 0012 升0.331% 聯交
所股權資料顯示 李兆基11月11至
13日期間共增持40.9萬股 涉資約
1,840萬元 好倉升至65.36% 長實
0001 升1.17% 新地 0016 升
1%

基金公會：基金銷售按季跌19%

券商股飆升 A股彈2%月來最勁
市傳新三板擴容方案即將發布

券商股一度漲超7% 加上市場流傳
各種版本三中全會細則 投資者憧憬
即將出台的細則或會超預期 軍工
傳媒 上海國資等主題概念持續熱
炒 滬深A股指放量單邊上行雙雙漲
逾2% 午後漲幅有所回落 滬指報
2,135點 漲35點或1.68% 為一個
月最大升幅 成交1,133億元 人民
幣 下同 較上日增近六成 深成
指收報8,305點 漲149點或1.83%

成交1,189億元 本周滬指漲1.41%
深指漲1.85%

有消息稱 證監會近期將發布新三
板擴容試點的原則方案 分析人士認
為 由於新三板牌公司存在繞過IPO
轉板上市的可能 或激發企業在新三
板上市熱潮 利好券商 證監會主席
肖鋼稱 資本市場將迎來新一輪難得
的發展機遇 也激發市場想像空
間 午後券商股衝高回落 股指漲幅

收窄 昨天所有股類全線上漲 券商
股盤中一度漲超7% 之後衝高回落
收漲5.26% 國海證券漲停 招商證
券 西南證券漲超8% 長江證券
國金證券 興業證券等漲超7% 航
天 保險 電子信息 商業百貨 有
色等股類漲幅靠前 漲幅最小的銀行
股收漲0.78%

國家安全概念股繼續漲停 英飛
拓 航天動力等9股漲停 傳媒股也

全線走高 上海本地股受新一輪國資
改革即將啟動消息刺激集體上漲 上
海九百 上海梅林 友誼股份 愛建
股份 飛樂股份等多股漲停 兩市共
44股漲停 無跌停 聯訊證券首席策
略分析師曹衛東分析 除了受到新三
板利好 由於市場經歷長時間陰跌
前期漲幅較大個股殺跌動能已經不
足 另外市場對三中全會改革存較好
預期 不過對於上漲能否持續 曹衛
東持謹慎態度 認為上行空間有限
持續上漲的可能並不大

外電引述20國集團 G20 金融穩定委員會
FSB 最新年度數據指 全球 影子銀行 規模去年增長5萬
億美元至71萬億美元 增幅7.58% 中國在這塊市場的規模擴
張達42% 但在整體市場中僅佔到3% 即2.13萬億美元 折合
約12.98萬億元人民幣 數據顯示 影子銀行規模最大的是美
國 佔26萬億美元或37%
影子銀行涵蓋了監管方面較為寬鬆的金融領域 包括銀行以

外借貸等類似銀行的活動 也包括回購協議市場 證券借貸
房地產 對沖基金 貨幣市場基金和證券化等
20國集團 G20 監管專門小組FSB的第三份年度數據 為
目前正要定案的影子銀行全球新規提供了統計基礎
在71萬億美元的整體市場規模中 美國佔26萬億美元或

37% 歐元區佔22萬億美元 英國和日本各佔9萬億美元及4萬
億美元

FSB：中國影子銀行13萬億增42%

港交所 0388 旗下聯交所宣布 馬雪征於獲
委任為證監會非執行董事後 已辭去其主板及創業板上市委員
會成員職務 由今年11月14日起生效

馬雪征辭上市委員會職

香港投資基
金公會昨公布第三季數據顯示 基金業銷售
額按季跌 19%至近 162 億元 美元 下
同 主要由於債券基金按季下跌近五成所
致 季內 資金亦由債券基金流向股票產
品 股票基金表現突出 總銷售額錄得66億
元 按年上升1.73倍並佔行業整體40.6%

整體而言 基金業於今年首9個月錄得
564.1億美元的總銷售額及106.9億元淨銷售
額 分別按年上升42.4%及10.8% 年初至
今 股票基金合共錄得151.9億元的總銷售
額 按年大升97% 淨額方面更扭轉形勢
由去年首9個月的淨流出9.8億元轉為今年的
淨流入29億元
投資基金委員會主席李錦榮表示 資金由

債券基金流向股票產品主要是美聯儲在宣布
逐步減少買債後 市場不穩定因素升溫 投
資者對債券基金的回報前景開始轉趨審慎
與此同時 股票市場卻持續表現強勢 特別
是已發展國家 使投資者對股票基金的需
求大幅上升

李氏續說 雖股票基金在第三季按年表現
強勁 但按季增幅則有所放緩 更多基金經
理增加現金比例 預留較多資金贖回過往受
追捧債券基金 不少熱賣股票基金都屬於高
息股票 顯示具有派息的股票給予投資者較
大信心
該公會副主席林寶儀表示 早前公會調查

顯示77%的受訪基金經理有意增持股票 當
中的67%較為看好大中華股票 相對第二

季 比例倍增 此變化主要由於美國退市消
息令資金流出新興市場 而踏入第四季 內
地 三中全會 帶來利好消息 市場憧憬內
地發展趨明朗 故看好大中華股票市場 但
預計第四季基金需求和第三季差別不大

受換機潮帶動 全球第三季
智能手機銷售較去年同期增長46% 智能手
機佔第三季全球手機銷量55% 據研調機構
Gartner數據 聯想集團 0992 以5.1%的
市場份額 在智能手機產業位居第三 佔據
首位的三星 市佔率32.1% 銷量達8,036萬
隻 第二是市佔率降至12.1%的蘋果 新機
iPhone 5S及iPhone 5C幫助不大
Gartner指出 受中國內地及拉丁美洲消費

者將其較舊型手機換至高階機種帶動 第三
季全球智能手機銷量較上年同期增加近46%
至2.502億隻 整體手機銷量則增加不到6%
至4.556億隻 全球第三季手機銷量中有55%

是智能手機
Gartner分析師Anshul Gupta表示 功能型
手機銷售數據持續下滑 尤其在功能型手機
平均售價和平價智能手機接近的市場 這種
降幅更加明顯 他預計今年智能手機銷量將
是略低於10億隻

三星的市場份額繼續穩居第一 市佔率達
32.1% 銷量為8,036萬隻 高於上年同期的
5,500萬隻 受惠於其大屏幕機種Note 3的帶
動 蘋果智能手機銷量增加23.2%至3,033萬
隻 但市場份額從14.3%降至12.1% 新推出

的iPhone 5S和iPhone 5C對銷售量沒有太大
影響 因這兩款機型都是在第三季最後一個
月9月才推出的

聯想以5.1%的市場份額在智能手機產業位
居第三 緊追其後的是韓國LG電子和華為
市佔率分別是4.8%和4.7%
所有手機商在中國內地均面臨特別激烈的

競爭 當地消費者仍在淘汰舊機換上新智能
手機
Gartner稱 在已銷售的智能手機系統方
面 有81.9%是谷歌的安卓 Android 系
統 12.1%是蘋果iOS系統 3.6%是微軟的
Windows Mobile
聯想股昨升1.927% 收報8.99元

聯想智能手機市佔全球第三

順風光電（1165）收購無錫尚德100%股權一
事，遇上阻滯。尚德電力聯席臨時清盤人質疑向無錫尚德轉讓
出售資產的權力，順風光電會就此與管理人商討及尋求相關法
律意見。順風光電昨收報6.11元，升1.833%。

順風光電購無錫尚德受阻

市傳內地金融卡供應商金邦達
寶嘉將於12月初來港上市，集資額1.5億美元（約11.63億港
元），保薦人為中銀國際。金邦達寶嘉為內地金融機構提供金
融卡整體安全解決方案和服務，推出各類磁帶和金融卡。除內
地業務，業務範圍還包括菲律賓、越南、蒙古等地。另外，原
生態牧業（1431）自周四招股，孖展認購反應未見熱烈，據8
間券商累計為其借出1.19億元孖展額，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
暫仍未獲足額認購。永盛新材料（3608）昨首日招股，孖展認
購僅100萬元，公開發售未足額，惟巿傳其配售已足額。

金邦達寶嘉擬籌11.6億

東方海外（0316）昨宣布，將由12月15日起
上調所有由遠東（不包括日本）西行至北歐、地中海及黑海航
線的貨運收費，每標準箱（TEU）一律增加755美元。公司上
一次是於本月1日上調同一航線運費，每標準箱加975美元。

東方海外下月中加運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