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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又一次陷入流血動亂，因應最新局

勢，港府昨日將泰國曼谷外遊警示提升至

「紅色」，呼籲計劃赴曼谷市民調整行程，如

非必要則避免前往。泰國是香港人熱門旅遊

選擇，但近日當地流血動亂持續，令人擔心

局勢失控。2008年曼谷局勢失控，有港人為

趕赴布吉機場回港，途中遇上車禍身亡，最

後港府不得不派出包機接載滯泰港人。此次

計劃赴曼谷的市民應吸取教訓，小心權衡人

身安全問題，避免前往。

曼谷示威者與警方的街頭對峙昨進入第三

天，約7萬民眾參與，部分人試圖再衝擊總

理府、警察總部等政府機構，警方出動水

炮、橡膠子彈及催淚彈阻止。警方表示，示

威從上周至今已造成3人死亡、127人受傷。

泰國反政府示威領袖素貼前日向總理英祿發

出最後通牒，要求最快今日「還政於民」。

此前兩天沒露面的英祿昨在警察總部召開記

者會，表明拒絕下台。因應最新局勢，港府

昨日將泰國曼谷外遊警示提升至「紅色」。

泰國動亂頻仍，遊客生命安全得不到保

障。2008 年底泰國政局混亂，政府總部被

圍堵「癱瘓」，曼谷機場更被封鎖，令數以

萬計正在當地旅遊的港人無法返港，有港人

為趕赴布吉機場回港，途中遇上車禍身亡，

特區政府不得不派包機接載滯留港人。2010

年泰國又發生嚴重的暴力衝突，致死21人、

致傷858人，各國遊客紛紛逃離泰國，港府

首次發出最高級別的黑色旅遊警告，當時有

1300港人困於危城，幸虧後來局勢好轉，滯

泰港人才脫離困境。今次港府呼籲計劃赴曼

谷市民調整行程，如非必要則避免前往，應

引起市民高度重視。

泰國近幾年的大規模示威騷亂此起彼落，

泰國政局演變成「不宣而戰的內戰」。連年

的動亂令到泰國經濟傷痕纍纍，旅遊業首當

其衝。旅遊業佔泰國GDP比重約為6%，每年

可為泰國創收5400億泰銖。過去幾次動亂，

皆重創泰國旅遊業，此次也概莫能外。泰國

的流血騷亂，給香港的「佔中」發出警號。

「佔中」一旦複製泰國流血騷亂，不但重創

香港旅遊業，更打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泰

國前車之覆，香港後車之鑒。港人應攜手反

對「佔中」，守護中環、守護香港、守護法

治。

(相關新聞刊A1版)

英國首相卡梅倫率領龐大代表團訪華，分別與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領導人會

晤。中英經濟互補性強、雙方加強互惠合作意義重

大。英方應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要超

越國情、制度和價值觀的差異，避免在西藏問題、

香港普選問題上說三道四，與中國合力創建和平、

發展、合作、共贏的雙邊關係，共同應對全球性挑

戰。

近年中英經貿合作取得驚人的成績。英國是創

意、研發大國和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金融服務業發

展成熟。中國是製造、市場大國和成長中的對外投

資大國。雙方在高科技研發與製造、大型基礎設施

建設及金融等領域合作，更可成為促進兩國關係發

展的「新引擎」。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

改革開放的重大部署， 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

包括英國在內的世界經濟發展創造重大機遇。卡梅

倫坦承：中國擴大內需，對英國是巨大商機。

昨日會晤中，習近平主席強調，雙方應該登高望

遠，超越國情、制度和價值觀差異，加深相互了

解，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顧對方重大關切和核

心利益，規劃好中英關係未來，推動兩國合作長期

健康發展。這對中英關係未來發展具有深刻意義。

去年5月，由於卡梅倫執意會見達賴，中英關係陷

入低谷，當年的中英總理年度會晤未能舉行，中英

的經濟合作也遠遜於中法、中德，卡梅倫在國內承

受巨大的壓力。此次卡梅倫訪華，標誌 兩國關係

經歷過去一年半的困難之後重回正軌。這充分說

明，中英關係機遇和挑戰並存，穩固中英關係的關

鍵在於相互尊重。英國一定要尊重中國的核心利

益，否則兩國關係難免出現反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9月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國

務大臣施維爾在本港報章刊文，對香港的普選問

題說三道四，不僅無助本港的民主發展、繁榮穩

定，更可能給中英關係製造「不和諧的噪音」，阻

撓中英關係的健康發展。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的規定，1997年後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英

國政府不應再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倫敦只有不

干預香港普選進程，英國在香港的龐大利益才能

繼續得到保障。從維護中英關係大局出發，也為

保障英國利益出發，英國都應該放棄偏見、加強

與中國的政治互信，正確處理分歧，共同推動中

英務實合作上新台階。正如李克強總理所指，希

望中英合作能像高速列車一樣，在前進的軌道上

不斷提速，更好造福兩國人民，促進世界的和平

與發展。

(相關新聞刊A5版)

曼谷紅色警示 市民不應前往 尊重核心利益 中英合作共贏

港股重上二萬四 兩年半新高
觀望美數據道指軟 指外圍回吐逾百點

內地計劃明年1月重啟IPO，拖累A股表現，內地創
業板更暴瀉逾8%。港股昨高開54點後反覆偏

軟，但午後匯豐中國11月製造業PMI終值公布，表現
勝預期，港股隨即回勇，升破24,000點關口，最高更升
過230點，高見24,111點，創出今年最高位。尾市略為
回軟下， 指收於24,038點，升157點或0.66%，是近兩
年8個月後，首次收於24,000點之上，總成交額回升至
605億元，全日28隻熊證打靶。

大市成交回升至605億

國指收報11,548點，升106點或0.93%，跑贏 指。騰
訊(0700)升1.3%報454.2元，逼近455元的上市高位；中
證監表示將深化新股體制改革，並有望重啟A股上
市，券商股全面上揚。
至昨晚美股開市，已連升8個星期的道指，早段變動

不大，投資者觀望今個星期公布的經濟數據。截至昨
晚11：10，道指跌31.02點，報16,055點。ADR港股比
例指數亦回吐118.88點，報23,920點。匯控（0005）跌
0.69港元或0.79%，報86.36港元；中移動（0941）報
83.66港元，跌0.29%；國壽（2628）報25.48港元，跌
0.84%。

粉飾櫥窗或挑戰二萬五

不過，新鴻基金融高級分析師李惠嫻指出，本港有
資金流入的跡象，料短期走勢有支持，由於內地不斷
公布金融領域改革的訊息，料中資金融股會為大市
「領頭羊」。

隨 內地及美國公布更多的經濟數據，顯示經濟正
在好轉，預期 指在12月上旬可反覆上試24,300點，若
加入年底基金粉飾櫥窗因素， 指甚至有力挑戰25,000
點。
藍籌股普遍造好，內險股強勢，獲大行唱好的平保

(2318)收報75.3元，升逾4%；國壽升2.8%。和黃(0013)
繼續朝 「紅底股」進發，收報99.9元，升1.3%。中
信泰富(0267)的澳洲鐵礦項目首批精礦粉裝船出口，股
價大升近7%，是升幅最多藍籌股。

A股重啟IPO券商股上揚

A股有望重啟新股上市，券商股全線上揚，銀河
(6881)曾創新高，收報7.09元升近10.6%，中信証券
(6030)亦升近一成，海通證券(6837)升5.66%。連帶內銀
股也有買盤吸納，招行(3968)升1.45%，農行(1288)、工
行(1398)及中行(3988)均有升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內地新股
IPO暫停逾一年後，中國證監會在上周六下午發布《關
於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並預計明年1
月約有50家企業能陸續上市。
廣發證券認為，IPO重啟對創業板和中小板的打擊較

大，目前排隊IPO企業總數達763家，其中創業板是主
要市場，因而創業板成為A股中受到打擊最嚴重的市
場。但新股上市將不停地擠創業板和中小板的泡沫，對
其後市穩健發展有利。從融資額來看，已經過會的83家
企業預計發行超過88億股，擬融資金額超過558億元，
相當於整個A股市場流通市值的0.3%，市場預計50家企
業融資額約400億元。儘管總量不大，但卻是A股持續
IPO的開始。

市盈率逼近納指爆破水平

英大證券李大霄強調，此次創業板暴跌是很正常的事
情，目前，創業板比較貴，其市盈率達52.68倍，估值
水平相當是滬指5,000點至6,000點水平，也接近納斯達
克泡沫破裂時的水平。當新股開閘時，其成為刺破創業
板泡沫的一根針。現在創業板355家，50家打包上市中
有很多是創業板，未來市場擴容，創業板上市公司從
350家擴大至1,000家，自然令其估值不可避免回歸理
性。此前，創業板的環保、手遊、電商等受到市場惡
炒，明顯是不可持續的。
而他對主板還是比較樂觀的，目前上證50指數平均市

盈率為8.77倍，滬深300市盈率也不足十倍，估值有吸
引力，並不怕IPO衝擊。因為主板估值低，而A股IPO由
以前發審委制轉向註冊制，這是A股IPO市場化的重要
轉變，有利優質企業上市融資，是資本市場改革紅利逐
漸釋放，有利市場泡沫減少。

763
新
股
排
隊

創
業
板
主
戰
場

股民：
A股身弱 清毒更好

財
爺
：
外
圍
疲
弱

港
經
濟
料
增
3%

內地創板暴瀉8.26%  歷來最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股市改革牽
動 股民的目光。面對400隻股票齊齊跌停的局面，有
10餘年投資經驗的股民郭先生比喻道，現在A股惡疾一
身，像個虛弱的病人，動不動就發高燒，身子骨太虛，
「跌反而是個好事，把那些生存能力較弱的企業清除出
IPO的隊伍。」
郭先生指出，今年他炒股的盈利水平在10%左右，相

較於2012年虧損20%來說，明顯樂觀了不少，因此他對
2014年的股市充滿期待。
而同樣有不下10年股齡的黃先生則保持謹慎態度，

「證監會重啟IPO，開盤肯定跌，果然迎來了黑色星期
一。」黃先生用自己的經驗告訴記者，以往IPO重啟首
日都是跌多漲少，看到綠油油的大盤，這是緩漲快跌的
現象。「這個時候，作為投資者更應該理智觀望。」緩
漲快跌後是否在未來會帶來一輪牛市，黃先生則持觀望
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於立法會上表示，由於美國受
債務上限問題困擾，歐洲經濟亦仍疲弱，
香港難免受到環球經濟影響，運輸及貿易
表現疲弱，雖然旅遊業及金融業表現較
好，亦支持私人消費及投資繼續增長。但
第3季經濟只錄得輕微增長，按年實質增長
2.9%，預期全年增長3%。
曾俊華指出，現時環球經濟最大變數是

美國財政問題及貨幣政策，且美聯儲局
「退市」時間難以捉摸，加上全球資金流動
性依然氾濫，增添市場波動性。不過，國
際食品及商品價格穩定，減低通脹上升的
風險，故維持全年基本通脹率增長4%的預
測，失業率料將為3.3%。
談及樓市時，曾俊華指，自今年2月推出

新一輪樓市需求管理措施後，樓市降溫且
交投減少。10月送交土地註冊處的物業登
記3,430宗，低於去年平均每月6,800宗。樓
價方面，他指今年首2個月平均每月樓價增
幅2.7%，之後每月樓價增幅縮窄至0.3%，9
月的單月樓價更罕有回落0.3%。不過，由
於利率偏低及住宅供應仍然偏緊，現時樓
價較2008年9月高出134%，樓市泡沫風險仍
不容忽視，政府將繼續密切關注。

撤「辣招」要看一籃子條件

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對「辣招」持否定看
法，指政府只以行政手段壓抑市民對住宅
及非住宅的需求，認為「財爺不應沾沾自
喜」。曾俊華指，目前本港樓市並非死水一
潭，仍然存在一定的供應，政府目標是增
加供應，以紓緩供求的失衡。雖然需求管
理的措施令交投有所減少，樓價增長亦有
所放緩，但仍希望立法會可盡快通過「辣
招」，又稱若要收回「辣招」，需要視乎一
籃子的客觀條件，如深入考慮本港市民的
負擔能力、美國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等。
被問到「辣招」會否影響印花稅稅收

時，曾俊華回應稱，去年印花稅收入為400
億元，並不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仍
然關心印花稅收入會較為波動，在市況不
利下，稅收顯然會較低。他又稱，目前利
得稅已佔政府60%收入，有需要擴闊稅
基，政府早前亦有就此作深入諮詢，但仍
未有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A股
IPO明年1月即將重啟，滬深A股昨受消息影響
大幅震盪。而受影響最大的創業板指更暴
8.26%，創下歷史最大單日跌幅。兩市個股出現
跌停潮，近400隻股份跌停，其中半數以上是創
業板個股。
中證監上周末發布多項重大政策，其中最受

矚目的是明年1月重啟IPO，同時將展開優先股
試點，以及不允許在創業板借殼上市。受消息
影響，兩市昨大幅低開，滬指一度跳水跌超2%
探底2,172點，收報2,207點，跌13點或0.59%，
成交1,519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收報

8,376點，跌165點或
1.95%，成交1,544億
元。
創業板指跌勢未改，

全日收報1,253點，跌幅
8.26%，超過2010年6月
29日的7.54%，創出創業
板開板以來最大單日跌
幅。板塊普遍大跌，300
多隻創業板個股中超過
200隻跌停，佔據兩市近
400家跌停股的大部分。
行業板塊方面，券

商、銀行、保險、電力
等板塊逆勢上漲，券商
股逆勢大漲近5%領漲兩
市。瑞銀證券最新研報
認為，IPO已不是A股主

要融資渠道，而被再融資代替，因此，預計重
啟IPO對主板影響不大。非銀行金融板塊有望受
益IPO重啟，而優先股試點，可能短期利好銀
行，因為可以消除融資憂慮。

料重啟IPO對主板影響微

此外，瑞銀指，保險（較高投資回報）和電
力等藍籌股也有望受益，但未來持續性尚待觀
察。新政策可能使創業板短期面臨衝擊，估值
回歸理性。據證監會消息，已過會的83家公司
中有43家在創業板上市，40家在中小板。瑞銀
擔心，批量發行會令創業板面臨較大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12月首個交

易日，港股終企穩24,000點以上報收，為逾兩

年半來首次。分析指，本港有資金流入跡象，

加上內地不斷公布金融領域改革的訊息，中資

金融股會為大市「領頭羊」，支撐大市。至昨

晚美股開市，投資者觀望美國本星期公布的經

濟數據，美股早段輕微偏軟，港股在外圍回吐

逾100點。

■港股重上

24000點，收

報24038點，

升157點。

新華社

■受內地IPO重啟打壓，創業板跌8.26%。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