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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雙重利淡 港股衝高回落
全日波幅逾300點 大市短期料續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貝萊德
(BlackRock)昨發表的《環球投資者取向調
查》發現，港人是最活躍的投資者，受訪者
中，每2個香港男性就有1個(50%)自認是活
躍投資者，而36%香港女性亦稱自己為活躍
投資者，全球的相關比例僅是28%及17%。
另外，調查還顯示香港女性對理財的信心高
於全球女性，態度也比較樂觀。
貝萊德亞太區(日本除外)零售業務主管莫達

文表示，報告見到女性及男性對金融市場的
態度截然不同。儘管如此，香港女性在理財
方面很明顯地比環球各地的女性突出，除承

險意慾較高，對儲蓄及投資的興趣亦較大。

佔比高於全球女性
《環球投資者取向調查》是該行歷來最大

規模的投資意向調查之一，訪問了全球12個
市場逾1.76萬名不同收入水平的投資者，當
中包括近9,000位女性。調查指，香港的女性
在理財方面似乎較其他受訪市場的女性成
熟，有36%稱自己為活躍投資者，比全球女
性的佔比多；在男性方面，更每2個就有1個
(50%)認為自己是活躍投資者。如果與全球比
較，就可見香港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的理
財的信心和成熟度都在平均以上，因為全球
只有17%的女性視自己為活躍投資者，而男
性則為28%。
然而事實上，香港的女性和全球一樣，對

財務決策及承受風險的態度較保守。被問及
如果得以賺取額外1,000元收入時會怎樣使
用，29%本港男性及22%女性表示會用以投
資於金融市場。不過，隨着收入增長，有
40%的香港受訪女性表示會傾向於加大其儲
蓄額，比男性多(27%)。 另外本港女性投資者

在多個理財範疇的信心也較男性為低，當中
差距最大的是安享舒適的退休(女性為47%，
男性為58%)，以及支付長期照顧護理個人
及/或其伴侶的費用(女性為 42%，男性為
52%)。

理財取向比較保守
至於承擔風險方面，結果顯示女性的理財

取向明顯較為保守。在本港受訪的女性及男
性投資者中，分別有54%及48%表示「在理
財時不願承擔任何風險」，與全球的55%及
47%相若。不過，本港女性對投資風險的態
度卻較全球女性正面，認為高風險高回報的
香港受訪女性就有42%，遠高於全球女性的
22%及男性的34%。
貝萊德香港零售及iShares安碩分銷業務主

管李紹莉認為，本港女性在理財意識及認知
方面實際高於全球受訪女性。相信她們只要
更掌握平衡投資風險與機會的重要性，以及
加深對投資產品的認識，就可憑藉其穩健的
理財觸角其實可以獲益更多，並能更有效地
朝着其長線財務目標持續邁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由於今年是
中國新一屆政府對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調整的重
要一年，今年初市場一般預期中國對今年經濟
增長的目標有可能下調至7%，不過，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昨日提出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目標達
7.5%，有點令市場意外。有經濟專家認為，中
國提出有關增長目標，旨在消除市場對中國經
濟下滑的擔憂，以增強市場信心，雖然有關目
標有挑戰，但相信能夠達到。
最近兩個月中國經濟數據不理想，今年1、2
月份，無論是匯豐公布的中國製造業PMI（採
購經理指數），還是中國官方公布的PMI，均
呈下滑的趨勢。其中中國官方製造業PMI由去
年 12 月的 51.4，下滑至 1、2 月份的 51 和
50.5。市場對今年中國經濟下滑的趨勢表示擔
憂，有外資投行更唱空中國經濟。

消除對中國經濟擔憂
建銀國際證券研究部副主管及中國經濟學家

劉紅哿昨日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近期中
國經濟有下行的壓力，有外資投行更唱空中國
經濟，李克強總理提出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
為7.5%，是為了消除市場對中國經濟下滑的擔
憂，以增強市場信心。
對於中國定下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會否犧

牲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劉紅哿認為，中國提
出7.5%的增長目標，相信不僅不會降低經濟
結構調整的力度，相反有可能對經濟結構調整
採取更加激進的措施。譬如在國企改革方面，
之前市場對中國推進國企改革持審慎的態度，
但從目前情況來看，今年國企改革的力度有可

能超出預期，近期從中石化（0386）和中石油（0857）提
出引進民營資本的做法可見一斑。另外，在醫療改革方
面，今年的力度也很大，譬如允許民營資本經營三甲醫
院。

建銀：下季GDP會回升
劉紅哿指出，由於去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的基數較高，

因此預計今年第一季度將下滑至7.4%，第二季度則會回
升。至於今年1、2月份中國製造業PMI下滑，劉紅哿認
為，這與春節因素扭曲數字有一定關係。她續稱，今年隨
着歐美經濟的好轉，出口對中國經濟有幫助，消費對中國
經濟的支持與去年相若，而投資增幅則會下跌。
劉紅哿表示，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可達到7.5%的增長目

標，不過，建銀國際證券暫時仍維持今年初對中國經濟
7.4%的增長目標。
恒生銀行高級經濟師姚少華在昨日的報告中表示，今年

中國經濟增長7.5%的目標應可實現，而該行預測今年其增
速可達7.6%。

瑞銀：環保行業可看好
不過，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則認為，考慮到

改革議程和環保制約，中國7.5%的增長目標「有點激
進」。汪濤指出，看起來中國政府仍將增長放在首位，欲
通過發展來解決其他問題。
對於今年中國的投資熱點，瑞銀證券研究部副主管、首

席證券策略分析師陳李昨日表示，雖然中國政府已將今年
經濟的增長目標設在7.5%，但經濟下行的風險要大於上行
的風險。他認為環保行業會有較大的上漲空間，而另一個
有可能出現上漲驚喜的領域為地方國企，但也要取決地方
政府向民營資本放開的意願和措施。

債務爆煲 滬超日太陽能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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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調查：3個港女1個愛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上海超日太陽能
科技周二公告指，因各種不可控因素，於本周五到
期的「11超日債」的第2期利息8,980萬元（人民
幣，下同）將無法於原定付息日按期全額支付，僅
能夠按期支付共計400萬元，這可能是規模1.5萬億
美元中國公開交易公司債市場有史以來首次出現違
約。

超日變賣海外資產籌資
據路透社引述超日太陽能常務副總裁陶然回應表
示，已不指望從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處取得支持，
目前主要工作是變賣海外的部分電站項目，正積極

地協商，但部分機構出價太低，目前公司經營仍比
較困難，扭虧不是短時之事。
市場分析指，政府這次任由超日太陽能債務違

約，沒有如中誠信託30億礦產信託產品兌付危機
般，在最後關頭出來「包底」，顯示監管層有意改
變市場對政府「包底」的隱性依賴，促進更市場化
的風險定價體系形成，整體債券市場的風險定價和
資源配置會朝更高效方向發展，但相信過程中政府
亦會注意守住底線，約束觸發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可
能。
此前債市雖出現過發行人無法償還本金的情況，

但均集中在有擔保的中小企業集合債，最後都由擔
保人承擔代償責
任，而包括不能
按時全額付息在
內的違約尚未有
過。市場對事件
意見各有看法。
宏源證券固定收
益部研究總監鄧
海清表示，事件
是近年中國實質
性 違 約 的 第 一
例，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義，標誌着中國債券市場走向成熟，2014年
是中國債券市場的「風險元年」。

獎優汰劣有利經濟轉型
國信證券宏觀分析師鍾正生認為，此次違約事件

應屬個案，不必擔心此單違約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
應，蔓延成系統性風險事件，央行誓守不發生系統
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政府或顯性或隱性的擔保
無處不在，政府維穩增長的底線思維仍未動搖，亦
不宜高估超日債違約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在宏觀經
濟轉弱背景下，信用風險或遲或早不可避免地是要
釋放的，但只要流動性不出現系統性收縮，對實體
經濟的衝擊就不會明顯。
海通證券宏觀研究員姜超亦認為，只有引爆信用

事件，才能獎優汰劣，促進債市的長遠健康發展，
只有融資利率有效，才能真正促進中國經濟轉型。

李稻葵：最怕波及餘額寶
全國政協委員、人行前貨幣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在

出席兩會期間表示，最怕的是超日債違約事件引起
不明就裡的投資者爭相兌付餘額寶。他認為，超日
債違約並不意味大規模的兌付危機，更擔心的是各
種信託。對於前段時間中誠信託事件，他認為應該
讓風險釋放，讓投資者吸取教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烏克蘭

局勢暫時緩和，隔夜美股大升，但難托港

股。由於擔憂內地經濟增長難達標，加上

內企債務違約可能擴大，港股高開近181

點後顯著回調，最多曾跌128點，全日波

幅超過300點。在波動市下，恒指全日收

報22,579點，跌77點，成交661億元。國

指的表現更差，收市跌114點或1.17%，

報9,661點，即月期指低水4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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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國2014年經濟增長和通脹目標分別為7.5%左

右和3.5%左右，M2（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目標仍
為13%左右。這三大目標和去年保持一致，也基本
符合市場預期。但國家發改委指出，政府今年固定
資產投資增長目標為17.5%，這是12年以來的最低
增速。2013年的目標為19.6%。

憂內地今年難保7.5%增長
市場人士認為，若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緩，擔心
內地7.5%的經濟增長目標更難達成。一些分析師原
本預期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僅會設為7%。交銀國
際首席中國策略師洪灝表示，鑒於固定資產投資增
長放緩，實現7.5%的經濟增長目標將更加困難。
另外，上海超日太陽能公告稱，無法按期全額支
付其公司債第二期利息，這標誌着延續至今的中國
債市剛性兌付就此終結。洪灝認為，可能的債務違
約對股市的打壓要比經濟增長目標的影響更大。
新鴻基金融高級分析師李惠嫻認為，內地基建及
產能過剩，固定資產投資收縮是合常理，市場不要

看得太悲觀，相信內地將加強信息消費鏈，有助進
一步刺激內需，將內需變為經濟增長點，大市暫時
於22,500點上落。

恐企債違約增 內銀股弱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稱，港股方面有騰訊
(0700)及相關科網股已屆高位，獲利盤將主導大市。
內地因素方面影響更大，因為投資者愈來愈憂慮內
地更多公司債務違約，加上中國政府計劃推行存款
保險制度，中資銀行股全線疲軟，相信恒指會被這
個重磅板塊繼續拖累。

科網股亮麗 金山續破頂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沛豐亦認為，雖然騰訊及金山

(3888)兩隻科網龍頭持續向上，但表現已見乏力，高

位有回吐壓力，建議投資者只宜候低吸納。騰訊昨
日曾觸及631元歷史高位，但收市只升1.63%至
622.5元，仍貢獻恒指35點。金山連續第二日破頂，
創新高見29.5元，收市升幅收窄至1%報28.8元。此
外，網龍(0777)升7.4%，擎天(1297)升6.4%。

新能源及醫藥股現回吐
早前熱炒的新能源及醫藥股有回吐，但濠賭股表

現不俗，新濠(0200)升 6.85%、新濠博亞(6883)升
2.78%，金沙(1928)升2%、永利(1128)及澳博(0880)均
升逾1%。長實(0001)、和黃(0013)炒落後，後者再升
1.46%報110.7元。
內銀股建行(0939)及工行(1398)均跌逾1%，拖累大

市，其他中型內銀跌幅介乎1%至1.5%。半新股信義
光能(0968)升2.4%，老恒和(2226)升8.5%。

■港股昨高開後回落，收市倒跌77點，全日波幅超過
300點，成交661億元。 中通社

內銀股昨持續受壓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0939 建設銀行 5.18 -1.52
0998 中信銀行 4.07 -1.45
1988 民生銀行 7.52 -1.44
3968 招商銀行 13.16 -1.35

■莫達文稱，香港女性在理財方面很明顯地
比環球各地的女性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