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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中美利淡憂慮發難 港股瀉405點沽壓大

淡友靠嚇大殺牛
昨日跌幅顯著板塊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內銀股
1398 工商銀行 5.43 -2.69
0998 中信銀行 4.28 -2.51
3988 中國銀行 3.62 -2.43
0939 建設銀行 6.06 -2.42
內險股
1336 新華保險 26.65 -4.99
2318 中國平安 72.70 -4.03
2328 中國財險 12.36 -3.89
2601 中國太保 31.45 -3.53
券商股
1788 國泰君安 3.82 -3.54
6837 海通證券 13.44 -2.75
6030 中信証券 20.45 -2.62
6881 中國銀河 6.57 -2.52

恒指連日未能突破24,000點，反映大市缺乏動力再
向上走，終於在昨天出現轉勢，恒指全日大跌

405.9點或1.7%，創11月13日三中全會後最大單日跌
幅，恒指收報23,338點，跌穿20天線(23,642點)，市場
沽壓沉重，成交增至743億元。
渣打銀行表示，若以昨日被收回牛熊證的街貨量計算，
單是該批「被殺」牛證，已蒸發了好友約6,800萬元。此
外，牛熊證市場市值減少約5,100萬元，如果以周二的認
股證和牛熊證街貨量、配合輪證的變幅，以及被收回牛熊
證市值估算，昨日輪證市場共蒸發掉6億元。

聚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耀才證券市場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市場關注正
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如何訂立明年經濟增長目
標。市場擔心2014年經濟增長目標會被下調，關注內
地政府如何在經濟增長與改革中取得平衡。在此情況
下，觀望氣氛濃厚，影響港股表現。
植耀輝指出，早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佈一系列改
革措施，刺激香港大部分H股急升，疲弱已久的內銀股
亦跟隨大市上升。然而改革措施中，對於金融改革的部
分對內銀股有很多不利影響。市場逐漸消化政策內容，
加上擔憂內地經濟增長目標下調，影響內銀股表現。
此外，美聯儲下周將舉行貨幣政策會議，本周一有美
聯儲決策者暗示，美聯儲較此前設想的更為接近縮減每
月850億美元的購債規模。但近期經濟數據走強，包括
失業率降至5年低點，有助緩解投資者對聯儲縮減刺激

舉措的擔憂。 雖然分析師預計如果美聯儲未來數月放
緩買債步伐，市場反應可能沒有之前那麼大，但有人擔
心刺激政策撤出太遲會對新興市場產生影響。

德銀唱好 騰訊逆市上升
各藍籌中以騰訊(0700)最「硬淨」，逆市升1.8%，主
因為德銀大幅上調其目標價39%至 570元，但匯控
(0005)悉售持上海銀行股權，全日挫1.3%，和黃(0013)
跌1.7%失守紅底股身份，友邦(1299)亦跌逾2%、中移
動(0941)更罕有急挫3.15%。

內銀內險捱沽國指插2.7%
即月期指大跌420點至23,346點，輕微高水只有8

點。中資金融股近全線急跌，在該板塊分類指數下挫
2.73%下，國指大插2.7%至11,073.9點，同樣插穿20天

線(11,296點)。主板下跌股份多達879隻，佔整體主板股
份60.87%，上升僅佔17.73%。建行(0939)挫2.42%、工
行(1398)跌2.69%、中行(3988)挫2.43%，連日造好的平
保(2318)及國壽(2628)各跌4%及3.33%。券商股中信証
券(6030)、海通(6837)及銀河(6881)，均跌逾2.5%。
除大盤股外，近日熱炒的細價股亦普遍回吐，但本港

服裝股卻無端被炒起，Joyce(0647)昨日勁升41%至0.72
元，成交激增至1.23億元、堡獅龍(0592)升7.14%、鱷
魚恤(0122)亦升5.75%、佑威(0627)漲3.23%。

服裝股炒起環保股亮麗
環保股是另一個抗跌能力強的板塊，光大國際(0257)

以折讓6%先舊後新配股抽水36.6億元，但光大國際不
跌反升，全日升3.5%至9.4元破頂，計及配股上板，全
日成交高達43.3億元，新環保能源(3989)升更升5.5%。

憂年尾水緊 滬指跌1.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市場關注美
聯儲下周貨幣會議，退市憂慮升溫，加上投
資者擔心內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調明年經
濟增長，A股下跌，拖累昨日港股跌逾400
點。恒指及國指一同失守 20天線(恒指：
23,647點；國指：11,298點)，共67隻牛熊
證被強制回收，當中55隻為恒指牛證，輪證
好友要大損手。市場人士認為，市場觀望中
美宏觀政策，後市短期仍然波動。昨晚美股
中段跌逾百點，港股外圍再挫 121點，報
23,217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裘毅上海報道）連續四天窄
幅牛皮之後，滬深兩市昨日出現較大跌幅，久盤必跌
魔咒再次應驗。在券商、保險等金融股回調壓制下，
滬指低開低走，一度跌穿2,200點，雖尾盤小幅回抽
成功守住2,200點，但反彈趨勢線及20日線被破，市
場再次轉為弱勢。滬指收報2,204點，跌33點或
1.49%，創一個月最大跌幅，成交943億元（人民
幣，下同）；深證成指收報8,409點，跌144點或
1.69%，成交960億元。創業板指報1244點，漲幅
1.02%。
昨日金融板塊普跌，其中保險板塊跌3.80%，中國
太保跌4.46%、中國人壽跌近4%，中國平安跌超
3%，新華保險跌超2%；券商板塊個股普跌，水泥股
跌近 3.9%領跌。上證金融地產行業指數收跌
2.09%。

新股發行提速 增添壓力
創業板早盤強勢，一度漲近2%，午後主板加速下

跌，創業板漲幅收窄至1.02%，影視動漫、傳媒、網

絡遊戲等板塊領漲兩市。
科德投資分析師認為，指數出現大幅下跌，主要原

因有以下幾個：除了年末資金面不容樂觀、藍籌股難
有作為外，市場還擔心美聯儲隨時可能縮減QE規
模，加上新股發行提速也會給市場帶來資金分流以及
心理上的壓力，種種因素下，令到A股昨日大跌。
太平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張偉明表示，近期中央文

件明確不能搞地區GDP及增長率排名，使投資者對周
期股未來走勢感到擔憂，股市在技術上存在壓力位。
正在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對2014年中國

經濟工作作出總部署。市場非常關注，明年經濟速度
增幅是增快還是減慢。今年的會議時間較以往長，也
令市場關注。

後市觀望GDP增長目標
近期，有關明年中國GDP增長目標到底是7%還是
7.5%的討論明顯升溫。不過來自政府或政府旗下智
庫的專家們一致認為，中國明年GDP增幅目標仍會
維持在7.5%左右，與2013年保持一致。

A股五大利空因素
■市場對美國QE3推出表示擔憂，資源類股票的下跌必然拖
累股指跳水殺跌
■逢會必跌魔咒再現，昨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今日大盤再
次向下跳水變盤
■流動性趨緊，年底資金回籠的壓力及1月50家IPO發行，
極大稀釋了A股資金
■昨日空頭淨持倉創23,428手新高，市場做空熱情不減，大
盤短線調整壓力明顯
■技術上，多方對2,250-2,270點區間的套牢盤毫無辦法，加
劇了市場盤久必跌心理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雖然昨日恒指
出現一定幅度調整，但
券商仍看好明年港股。
瑞信私人銀行及財富管
理部、新鴻基金融均預
計明年恒生指數可上升
至26,000點，即較昨日
收市有一成的上升空
間。其中瑞信私人銀行
及財富管理部對恒生國
企指數的目標則更為樂
觀，預計可升至14,300
點，即較昨日收市有接

近三成的上升空間。
瑞信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部亞太區首席投資總監范卓雲昨日表

示，在主要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復甦帶動下，預期明年全球經濟將
錄得較強勁增長。其中美國GDP增長將由今年的1.6%上升明年
的2.6%，歐元區GDP增長將由今年的負0.3%上升至1.2%，而
主要新興國家於明年經濟復甦勢頭將較發達國家為弱，8個主要
新興國家明年將錄得平均5.8%的經濟增長，略高於今年的5.5%。
中國經濟增長將由今年的約7.7%放緩至7.5%。

港股短期調整下季重拾升軌
范卓雲續稱，因近期美國多項經濟數據表現強勁，相信聯儲

局有可能於明年初開始退市。受退市影響，亞洲區中印尼和印
度最容易受到資本外流衝擊，而中國和菲律賓所受影響則較

小。她表示，北亞國家的國際收支結餘略好，較能抵禦美國退
市風險，而東南亞及印度市場的國際收支失衡，依賴外部融
資，所以對美國退市更加敏感。明年她看好內地、香港和台灣
股市。
范卓雲表示，今年以來美股已上升超過兩成，未來將面對調
整的壓力，短期港股亦有可能出現調整，但預計明年首季內地
和香港股市將重拾上升的軌道，她建議投資者可趁低吸納。瑞
信看好建行（0939）、中行（3988）、平保（2318）、海通證
券（6837）、蒙牛（2319）、聯想（0992）等股票。

新鴻基：恒指明年目標26000
新鴻基尊尚資本管理投資策略部主管商紹豪昨日亦表示，美

國退市似乎為明年港股的主要不明朗因素，但由於市場早已預
期，加上明年初上場的新任聯儲局主席耶倫作風偏向鴿派，退
市步伐料溫和，加上美國經濟持續復甦，有助於抵消退市的部
份負面影響。因此，新鴻基金融給予明年恒指目標為26,000
點，支持位則為22,500點；國企指數的目標則為13,500點，支
持位則為10,700點。
新鴻基金融高級證券分析員李惠嫻指，三中全會勾劃出未來

10年的改革藍圖，相信「改革」將繼續成為明年主要的投資主
題，其中包括新型城鎮化、環保及新能源、消費升級、醫療及
民生保障、金融改革。
她推薦中石化（0386）、新奧燃氣（2688）、北控水務

（0371）、光大國際（0257）、中國建築（3311）、信義玻璃
（0868）、輝山乳業（6863）、金山軟件（3888）、四環醫藥
（0460） 、復星醫藥（2196） 、平保（2318） 及和黃
（0013）。

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儲退市計劃仍是
擾攘全球資本市場的最大因素。據中新
社引述新鴻基金融昨發表的最新報告指
出，美聯儲退市雖令部分資金流出，但
投資者仍看好中國，資金將由東南亞國
家北移至中國及日本，令內地及香港股
市受益。
新鴻基金融昨發佈2014年市場預測報
告，預期2014年環球貨幣政策偏向寬鬆，
經濟增長將更穩健，中、美、歐、日四個
主要經濟地區將同時出現經濟增長。

內地及香港股市將受惠
新鴻基專尚資本管理投資策略部主管商
紹豪表示，預計美聯儲明年3月才開始退
市，縮減買債的規模100至150億美元，
逐步退市。
他指出，雖然今年5月美聯儲首次暗示

退市以來，令資
金大規模流出亞
洲，但若美國真
的退市，預料部
分資金會回流美
國，亦會有部分
資金在亞洲地區
尋求穩健的投資
機會。預料資金
將由東南亞地區
北移至中國及日
本，令內地及香
港股市受惠。
新鴻基金融高

級證券分析員李惠嫻表示，十八屆三中全
會勾劃出未來十年的改革藍圖，相信改革
仍是明年的投資主題。未來數月改革措施
細節將陸續公布，有助提升市場對內地經
濟持續發展的信心，以及紓緩地方債務憂
慮。而且現時內地與香港的股市估值偏
低，吸引資金流入。

改革概念仍為投資主題
至於美聯儲退市對香港樓市的影響，商

紹豪表示，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樓市調控措
施及美國退市預期影響下，香港樓價上升
空間有限。但相信美聯儲是逐步退市，資
金不會大量抽走，香港亦不會出現大規模
拋售樓盤的情況，所以明年樓價或平穩回
落，不會大幅下跌。
新鴻基金融報告預期，內地今年經濟增

長7.6%，明年經濟增長為7.4%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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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失守20天線，收跌405點，成交增至743億元。 新華社

■商紹豪(左一)料美聯儲明年3月才開始退市。旁為李惠嫻(右二)。

■范卓雲預計，明年首季內地和香
港股市將重拾上升的軌道。

張偉民 攝

瑞信：國指潛在升幅三成

■連續四天
窄幅牛皮之
後，A股昨
出現較大跌
幅。滬指跌
1.49%，深
成 指 跌
1.69%。

中新社

市場炒作美國退市的力度加強，
令環球股市普遍偏軟。不過，各地
主要市場的跌幅僅介乎 0.11%至
0.78%，港股的跌幅達 1.7%，與上
證及深成指相若，國企指數的跌幅
更達2.71%，大幅跑輸區內股市。
分析員指出，佔國指比重相當高比
例的中資金融股全線捱沽，是國指
大跑輸的主因。

昨 日 的 中 資 金 融 股 指 數 跌
2.73%，國指跌2.71%，反映國指與
中資金融股走勢高度同步，而其他
境外市場沒有大量中資金融股，故
跌幅會較香港少。故此，中資金融
股未來勢將繼續高度影響兩地股
市。

內銀已被低估再跌有限
瑞信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部亞太

區首席投資總監范卓雲表示，中資
金融股佔H股總市值超過45%，自
然高度影響國指，甚至港股表現。
由於內地正擬大幅改革金融業，內
銀股首當其衝，未來內銀股的股
價，會面對利率市場化、高壞帳率
及淨息差收窄等的挑戰，但她認為
該板塊已被市場低估，料整體跌幅
有限。

范卓雲續指，港股近期已累升不
少，在市場炒作美國提早退市的預
期下，大市短期會出現整固，預期
恒指要踏進明年首季，才能重拾動
力。

殺牛未完 大市料續尋底
友達資產管理董事熊麗萍表示，

在缺乏重大利淡消息下，不排除昨
日是大戶借勢推低大市「殺牛」，
故未來走勢難測，如沒有利好消息
支持，恒指可能將再被「質低」至
23,000點的牛證重貨區，甚至補回
22,674點的上一個上升裂口；但亦

有可能在完成「殺牛」後，再被大戶挾高，並從
上24,000點。由於昨日跌市成交有所增加，她建
議，投資者先等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結果後，
才決定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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