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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湧入 港股逼24000
內地「放水」大戶趁機挾淡倉 恒指飆394點

港股昨高開高走，收報23,782.11點，升394.97點，
升幅1.69%，全日總成交額726億元。大市逾880

隻股份報升，下跌的只有383隻，資金流入藍籌股，50
隻藍籌股中僅和黃(0013)及聯想(0992)逆市跌。科網、中
資金融、石油、內房股全面向上。全日共55隻熊證打
靶。

偷步炒業績 藍籌幾乎全升
昨日大市連創業板總成交額達726億元，較周一增加
約七成，也較平日的500多億元大增近三成。國泰君安
香港證券首席策略師蔣有衡表示，美國股價合理但略顯
昂貴，因此越來越多的資金尋找其他投資機會，香港可
以作為一個投資對象，只要投資者認為企業業績良好或
基本面良好，資金將會流入。
受惠資金流入，港交所(0388)升逾2%報157元，並且

一度高見157.4元約三年高位。友邦(1299)亦是表現突出
的重磅藍籌，主要有資金在其周五公布業績前追捧，該
股以近全日高位收市報41元，創出上市新高。匯控
(0005)及騰訊(0700)在業績前亦回升，兩股均升逾2%。另
外，騰訊亦帶動科技股向好，博雅(0434)大升逾13%，
IGG(8002)升一成，網龍(0777)升5.2%。

中資金融股發力國指跑贏
國指升249點或2.4%，報10,605點跑贏大市，主要因中

資金融股發力，中資金融股指數大升2.36%，其中內地將
加快保險業發展，並提出5大要求，相信一系列細節會陸
續出台，而商討了近6、7年的「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
更有了時間表。內險股太保(2601)升4.6%、國壽(2628)升3%，
並一口氣突破多條移動平均線，技術上動力增強。中國太
平(0966)與新華保險(1336)齊升逾4%。

傳限購令續鬆綁內房受捧
有傳溫州宣布限購令徹底「鬆綁」，市場憧憬全國各
地有望跟隨撤消限購令，內房股近全線向好，藍籌中海
外(0688)更成最佳藍籌，上升 4.38%。另外，世房
(0813)、融創(1918)同獲大行名列首選，分別揚4.78%及
3.34%。不過，花旗發表報告唱淡，指內地樓市今明兩
年進一步調整應無可避免，料今明兩年實體市場平均銷
售價格，將較年初分別跌15%及10%。
內地工信部指，新能源車補貼可支持任何有意發展的內
地企業，所有符合條件的非汽車企業都可加入，齊齊發展
新能源車，連互聯網企業都一樣有機會。消息刺激五龍電
動車(0729)升4%，比亞迪(1211)再升4%。東風(0489)升逾
3.6%，長汽(2333)及廣汽(2238)各升近3及逾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人行宣布暫

停正回購，加上本月將開展第二次國庫現金定

存，市場解讀為變相「放水」，兩大利好消息

刺激A股升1%，港股大戶亦趁機挾淡倉，帶

動港股向上，大市終打破悶局，一度大升逾

416點，收升394.9點或1.7%，升越7月以來

的「小雙頂」，創逾七個月高位，直逼二萬

四。大市逾880隻股份報升，成交急升至726

億元。至晚上美股開市，道指造好令港股在外

圍早段再升多42點，港股ADR指數報23,824

點。

昨日升幅顯著板塊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手遊股
0434 博雅互動 8.84 +13.33
8002 IGG 4.50 +9.76
0777 網龍 14.22 +5.18
8081 中國手遊文化 0.177 +4.73
0484 雲遊控股 21.70 +3.58

內銀股
3968 招商銀行 15.00 +2.60
0998 中信銀行 4.89 +2.30
3328 交通銀行 5.28 +2.13
0939 建設銀行 5.68 +1.79
1288 農業銀行 3.57 +1.71

汽車股
2238 廣汽集團 9.15 +4.45
1211 比亞迪 49.95 +3.74
0489 東風集團 14.22 +3.64
2333 長城汽車 29.95 +2.74
0175 吉利汽車 2.97 +2.06

保險股
2601 中國太保 28.70 +4.55
1336 新華保險 28.15 +4.45
0966 中國太平 15.62 +4.41
1299 友邦保險 41.00 +3.27
1339 中國人保 3.21 +3.22

內房股
0813 世茂房地產 15.76 +4.79
1168 百仕達 0.68 +4.62
1813 合景泰富 5.24 +4.38
0688 中海外 21.45 +4.38
3377 遠洋地產 4.27 +3.64

香港文匯報訊 港股A股昨日大升，國
指更跑贏恒指，國企股成為升市動力，
其中一個原因是憧憬央企改革利好。評
級機構穆迪昨表示，央企改革試點的啟
動具有正面的信用影響，因為這標誌着
中國在實施去年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邁
出了實質性一步。此次央企改革試點旨
在對央企的所有權、管理和監督進行改
革。
穆迪副總裁/高級信用評級主任胡凱表

示，此次改革試點是去年11月三中全會
所公佈的改革的後續，但國資委並未出
台適用於眾多國企的全面改革方案，而
是僅有少數企業被列入試點名單，這反
映了政府的審慎態度。這種具有針對性
的做法將可降低執行風險，並使政府可
以對戰略重要性較高的央企繼續維持較
強的控制權。

料有更多國企納入試點
胡凱是在穆迪發佈最新報告之際作出以

上評論，該報告題為《中國啟動央企改革
試點對央企具有正面的信用影響》。
國資委月中選擇了6家央業作為改革試

點企業，穆迪預計未來1-2年將有更多國
企被納入試點名單。

國資委官員指出，央企改革仍面對很多挑戰。央
企的規模和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整體上超過地方國
企。納入改革試點計劃的6家央企包括中糧集團 (香
港) 的母公司中糧集團、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國
建築材料集團 、中國節能環保公司 、新興際華集
團和中國醫藥集團。

有利公司提升運營效率
上述6家央企當中，中糧集團和國投公司將成為
首批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試點企業，意味着
國資委會賦予這些企業在進行新的投資和處置資產
方面更多的自主權。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被選
為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企業，此舉旨在增加國有企
業中社會資本的比例。穆迪認為，中國政府會力求
實現央企所有權的多元化，這將提升央企的公司治
理和運營效率，從而有助於增強國有企業的個體信
用品質。

可改善管治及內控機制
第三個改革試點涉及賦予央企董事會在高級管理

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方面更多的自
主權。第四個改革試點涉及國資委對央企開展派駐
紀檢工作組，這將有助於公司治理和內控機制（如
腐敗和挪用公款等問題）的改善。正如穆迪報告所
指出，這種監督較之於非上市公司常見的董事會或
內部部門的監督具有更強的獨立性，有助於增強國
有企業的制衡機制。
上述改革均對央企具有正面的信用影響，但由於

首批試點企業數量有限，目前亦缺乏具有透明度和
細節的整體改革計劃，因此何時並將如何影響更大
範圍的國有企業尚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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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一項調查顯示，全球逾半數消費者預
計未來一年的就業前景良好。全球資訊和分析公司尼
爾森(Nielsen)昨公佈的調查，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在第
二季升1點至97，接近100的樂觀水平，為2007年第
一季以來高點。
調查指出，印度取代印尼成為最樂觀的消費者市
場，而最悲觀則是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亞。日本和香港
的消費者信心較前季降幅最大。

亞太區對就業前景最樂觀
隨着對就業前景的樂觀情緒大增，美國消費者在全

球樂觀榜上排名第八。尼爾森旗下Cambridge Group
的首席分析師Venkatesh Bala指，美國許多領域都出現
了明顯的就業增長，這也是積極因素；不過，工人的
實質薪資增長迄今比較疲弱，需要大幅提升，和就業
市場其他改善一起，才能有助於消費者支出全面提
高。
按地區來看，亞太地區消費者對就業前景最為樂

觀，65%的人認為未來一年就業機會良好，高於第一
季的64%。
全球來看，56%的受訪者樂觀看待個人財務狀況，高

於過去連續三個季度的55%。北美增長最快，63%的受

訪者對未來一年財務感到安心，高於第一季的59%。

歐元區信心仍弱 英國達高點
雖然負債纍纍的歐元區經濟體中，消費者信心依舊

疲弱，但意大利的數值大幅上升。尼爾森認為這是由
於人們對意大利總理倫齊2月組建的新政府充滿信心。
希臘、法國和西班牙的消費者信心也在繼續緩慢提

高。歐元區之外，隨着英國經濟表現繼續超越歐元區
國家，其消費者信心也升至2007年以來高點。
同時，在爆發政治危機和因克里米亞問題而與俄羅

斯交惡後，烏克蘭消費者信心曾在第一季大降，但第
二季有所反彈。
尼爾森調查覆蓋60個市場的超過3萬名網上消費

者。

摩根投資者信心指數走勢

尼爾森：消費者信心7年半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近期資
金持續流入香港，以及在滬港通即將開
通的背景下，利好本地投資氣氛。摩根
發布最新投資者信心指數，顯示股民的

投資情緒回穩。在未來六個月，
投資者信心經過首季度下跌後已
回升，最新上升6點至121點；
「恒生指數」分類指數上升6點至
128點；而「香港投資市場氣氛」
分類指數上升7點至120點。

調查顯示，所有分類指數均錄得升
幅。當中「全球經濟環境」指數錄得最
大升幅，上升13點至118點。而「個人
資產升值」和「香港經濟環境」分類指

數均上升2點，分別為125點和119點。

氣氛向好 資金持續流港
該行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表

示，預期美國聯儲局到11月才會完全停
止買債，而當地的貨幣政策亦漸回復正
常化，目前股市亦已習慣退市步伐，預
料加息只會對市場產生短暫影響。新興
市場投資氣氛持續向好，過去4至5個
月，出現資金流入韓國、印度及泰國等

亞洲市場，近期亦見有資金持續流入香
港。即將推出的滬港通政策刺激股市造
好，但難預料在實行初期，能否吸引大
量外資流入。

內地經濟料維持7.5%增長
隨着內地經濟漸趨穩定，他預料下半

年仍能維持7.5%的經濟增長，現時內地
貸款及M2增長較快，預期人行會較之
前減少放寬銀根，預期人民幣將維持穩
定並繼續升值，每年升幅達1%至2%。
他認為，內地經濟主要受樓市下行及企

業債違約等問題困擾，現時內房行業正處
於調整期，預計中央下半年亦不會出台放
寬調控樓市的政策，故料未來6至12個月，
內房市況將出現溫和向下調整，但若樓價
大跌，政府亦會即時出招處理。企業債方
面，他預期，有關產品將繼續出現違約問
題，相信除非引起系統性風險及損害投資
信心，否則中央不會出手整治。

■許長泰(右)認為，即使加息亦只會對市場產
生短暫影響。旁為摩根資產管理零售分銷業務
總監吳家俐。

摩根：下半年投資信心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大市昨日急升
近400點，動力來自部分重磅藍籌股，其中匯
控(0005)、友邦(1299)及騰訊(0700)都各自貢獻
恒指逾40多點，友邦更創上市新高。瑞信估
計，友邦本周五公布上半年的業績，料會表

現強勁，料友邦首季新業務價值(VNB)增長22%，
除韓國及其他市場外，所有市場均錄得雙位數增
長，相信可繼續帶動大市向上。

看好電訊設備及環保股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大市早前橫行多

天，很大程度上是等昨天的突破。恒指突破年內高位
後，資金入市意慾會進一步轉強，由於昨日有逾700
億元的資金推高大市，料恒指短線可上破24,000點關
口，支持位上移至23,300點，之後會略為整固，然後
再上試25,000點水平。他又料，後市資金或逐步流入

電訊設備股、環保股及新能源板塊，至於內房股則已
屆高位，投資者應先行「計數」。
花旗亦發表報告，指內地樓市今明兩年進一步調

整應無可避免 ，預料今明兩年實體市場平均銷售
價格將較年初分別跌15%及10%，故花旗調降內房
股目標價。

借貸料放鬆 有利內銀股
中資金融股昨日普遍上升，其中招行(3968)升

2.6%，信行(0998)升2.3%，交行(3328)亦升逾2%。
法巴發表報告，據其透過渠道了解，內地監管機構
似乎對信託產品違約有更大的寬容。但該行不認
為，內地信託產品短期會大規模違約，料中央下半
年仍會維持放鬆的貨幣政策，放鬆借貸限額，以保
持經濟穩定及改善投資者信心，上述的因素，都對
積弱的內銀行有利，故內銀股可趁低吸納。

大市破悶局 升勢料未完
後
市
分
析

■港股昨一度大升416點，重上7個月高位，全日收升394點，大市成交急升至726億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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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集團等6家央企納入改革試點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