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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吸資跌14% 外資額逾5年低
商務部：無關反壟斷 全年料引外資120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裘毅上海報道）
近來挾滬港通等利好預期漲勢兇猛的A股昨日卻被
潑了冷水。在未有重磅利空拖累的情況下，上證綜
指突然重挫1.82%，為半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創業
板更暴跌逾3%。滬深兩市成交總額接近5,000億元
(人民幣，下同)，逼近歷史最高紀錄。大市走勢詭
異，導致機構對後市看法分歧，看空方甚至警示
「5．30悲劇重演」。
上證綜指昨以2,341.03點小幅高開，早盤窄幅震
盪，午後上摸2,347.93點的階段新高。此後滬指突
現「跳水」，一路下行跌破2,300點整數位，收市報
2,296.55點，較前一交易日跌42.59點或1.82%。深
證成指收報7,921.07點，跌幅2.36%。創業板指數
跌破1,500點後以1,473.13點報收，跌幅達3.47%。
滬深兩市繼續放量，分別成交2,377億元和2,617億
元，總量近5,000億元，逼近2010年11月創下的歷
史最高紀錄。當年11月2日，深滬兩市總成交5,443
億元。

經濟數據欠佳 獲利盤回吐
絕大多數行業板塊隨股指收跌，前期表現強勢的

航空股全面回調。傳媒教育、汽車、煤炭、貿易服
務板塊走弱；建築工程板塊逆勢走強，鋼鐵、銀行
兩大權重板塊小幅收升。兩市不足200隻股份上
漲，574股跌超5%。共流出資金508億元，其中滬

市流出178億元，深市流出331億元。
華安證券首席分析師石建軍對本報表示，多種原因引發了

股指跳水。雖然近期大市持續上漲，但權重股近兩周來已經
上漲乏力，而題材股護盤能力有限，導致獲利盤回吐，此外8
月經濟數據不盡人意，市場多空分歧加劇，引發股指波動。
石建軍提到，業內已有傳聞滬港通或將延期。據稱，由於

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滬港通的正式
開通時間可能較早前10月中旬的設想延遲。但他亦強調，目
前尚未收到正式通知。並認為，A股昨日暴跌與滬港通聯繫
不大。

新一輪IPO啟動大市將添壓
華泰證券分析師阮書良則認為，本周是期指交割周，近月

來看每逢交割周大盤都會有較大震盪，同時9月份新一輪IPO
申購啟動亦激發了資金離場。獲批的第四批、11家新股中的
10家昨公告啟動發行，而網上和網下申購時間均集中在下
周，正逢三季度末臨近，密集新股發行與銀行體系季末因素
疊加，料將進一步施壓資金面。
但在分析人士看來，上述種種並非突發重磅利空，昨日A

股的反常表現頗為意外。事實上，近來滬港通等利好預期再
度催熱股市，內地股民對後市信心滿滿。中登公司最新周報
顯示上周A股新開戶數17.69萬戶，環比增7.4%，創下近半
年新高。

申銀唱悲歌建議趁早撤退
昨日A股小股災，悲觀情緒再度蔓延，申銀萬國發表《悲

歌已在遠方響起》報告，警示A股「5.30悲劇」或將重現，
建議理性者應該撤退。報告指經濟數據已封殺了指數上行空
間，被約束的貨幣政策，加之終將推出的註冊制，最終市場
將一地雞毛，「5.30總有一天回來，但是不知道什麼時
候。」（編按：「5.30悲劇」是指財政部在2007年5月29日
午夜宣布加倍徵股票印花稅，上證指數5月30日暴跌281點
或6%，之後一周狂跌逾1,000點。）
不過，石建軍預計股市近期再暴跌的可能性不大，後市將

以震盪調整為主。但他也並不看好短期內的牛市，認為昨日
上證綜指的2,347點階段新高很可能是年內最高點或次高點，
並對四季度行情持謹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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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公佈商務運行相關數
據。8月份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1,951家，同

比增長5.2%；然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72億美
元，同比下降14%（未包括銀行、證券、保險領域
數據），跌幅比7月的17%小，但為連續兩個月大
跌10%以上。今年1至8月，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
15,200家，同比增長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83.4
億美元，同比下降1.8%。

韓英投資勁增 日美歐盟急挫
從實際投入外資的國家和地區看，今年頭8個

月，香港、新加坡、韓國、英國實際投資均有所增
長，其中韓國和英國對華投資增幅較快，分別同比
增長31.3%和18.9%；日本、美國和歐盟對華投資
出現下降，分別下降43.3%、16.9%和17.9%。
沈丹陽指出，FDI近期出現下降並非是一個逆轉
態勢，而是與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相適應的一種短
期階段性調整。「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
利用外資的重點將從擴大規模轉向優化結構和提升
水平，不太可能繼續保持過去30多年的高增速，將
轉入平穩低速發展。」他預計，如果全球跨國投資
趨勢不出現大逆轉，今年全年中國吸收外資將在
1,200億美元左右。
與FDI呈下降趨勢不同，中國對外投資一路增

長。今年1至8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對全球150個

國家和地區的 4,067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
資，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累計651.7億美
元，同比增長15.3%。其中8月當月，非金融類
對外直接投資126.2億美元，同比大增112.1%。
截至 8月底，中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
5,908億美元。

中國對外投資持續急速增長
近年來，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迅速，已經連

續兩年位列全球三大對外投資國。沈丹陽指出，隨
着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增強以及金融環境的改善，
未來中國對外投資仍將處於快速上升時期，預計到
「十二五」末期(即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
很可能超過利用外資。

外資流入流出並無異常變化
8月份貿易順差498.3億美元，刷新7月創下的
473億美元的單月歷史紀錄，但外匯佔款卻在下
降，有疑問指是否意味着資本正在加速流出中國，
沈丹陽指出，現在沒有數據支撐這樣的說法，商務
部正在研究相關外商投資流入流出情況和貿易情
況，目前來講沒有特別異常的變化。
沈丹陽還強調，當前外界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有一

些抱怨，說中國反壟斷是為了保護民族企業，是選
擇性執法。他認為，這些說法更多是個別相關企業
感情因素和媒體誇張性言論，並非是中國投資環境
真的有所惡化。中國反壟斷的目的就是為了創造更
好的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商

務部最新數據顯示，剛過去的8月份中國外

商直接投資(FDI)同比下降14%，跌至72億

美元，數字創2009年5月以來低位；今年1

至8月FDI累計同比下降1.8%至783.4億美

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表示，

FDI下降與正在進行的反壟斷無關，外商投

資資金流入流出並沒有異常變化，並預計，

今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資將達到1,200億美

元。2013年中國FDI為1,175.9億美元。

滬港通傳延期 恒指8日跌1180點 上海落實新「國九條」挺股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颱風「海鷗」來
襲，港股昨日只有半日市，但恒指繼續其「尋底之
旅」。港股下午開市後遇上上證午後急插水1.8%，
加上內地業內傳出滬港通將延期消息，拖累港股繼
續尋底，創下8連跌頹勢，是2012年5月後的最長
跌浪，8日累跌近1,180點。恒指最終要跌220.9
點，收報24,136點，半日成交高達581億元。港股
目前沽空率已升至近13%，好友連番失利，昨日再

殺48隻牛證。
內地華安證券首席分析師石建軍昨對本報表示，

近日多項不利因素拖累股市，其中，內地業內傳出
滬港通或將延期。據稱，由於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技
術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滬港通的正式開通時間可
能較早前10月中旬的設想延遲。但他亦強調，目前
尚未收到正式通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出席一酒會時則表示，滬港

通這個平台不但有助加深和擴闊兩地的資本市場，
增加投資渠道和機會，同時亦可以推動香港人民幣
業務上的新台階，對兩地來說是一個互惠互利的發
展。

殺牛仍未完 後市料試24,000
國指繼續跑輸大市，收跌1%至10,718點，即月
期指報24,183點，跌226點，高水47點。友達資產
管理董事熊麗萍表示，內地股市再大跌，令大市氣
氛繼續偏弱，恐怕恒指要再下試24,000點水平，由
於在24,000點附近有大量牛證聚集，估計好友需多
忍一輪，只要下試24,000點後，後市有望好轉。

濠賭股未止瀉 5隻見一年低
5隻濠賭股見一年低位，其中銀娛(0027)7連跌，

有賭廳廳主稱，近日轉碼數目下跌近半。自從內地

「打黑」令博彩收入倒退，加上最近賭場員工遊行
罷工，令濠賭股進一步捱沽，金沙(1928)與銀娛齊
創逾一年新低，前者跌3.9%，銀娛跌3.3%收50.6
元，可能連50元大關都會失守。其他濠賭股命運雷
同，永利(1128)跌逾3%，新濠(0200)更急跌近5%。
熊麗萍表示，過往在「十一黃金周」前夕，濠賭

股都會造好，但目前連這個因素亦炒作不起來，顯
示濠賭股前景仍堪憂。

失落iPhone 6 中資電訊股插水
市傳iPhone 6的入網許可證，原定本月內由工信

部發出，但最終無結果，重新申請日期亦未定，據
報可能要待至明年，而蘋果已將中國市場的備貨計
劃暫停。iPhone 6在內地仍銷售無期，拖累中資電
訊股慘捱沽。中移動(0941)跌 3.8%，拉低恒指70
點，聯通(0762)更急跌 4.5%，中電信(0728)亦跌
4.85%。
個別股份方面，日前急挫的中石化(0386)未止

跌，再度下挫2%至7.1元，成交17.5億元。中冶
(1618)以逾2億元成交，逆市抽高近7%，事緣為央
視財經頻道報道，指海南省計劃在三亞用逾千億元
人民幣填海，興建一個海上機場，有關方案已上報
國家海洋局。中冶作為大型工程承包商，遂吸引到
資金入市炒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上海市政府日前發
佈33條意見落實新「國九條」，明確強調支持股票市場發
展，力爭將上海建成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度最高、上市公司運作
最規範、社會信用體系最健全的地區。
這份《關於本市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

（下稱《意見》）稱，上海將以貫徹落實 《國務院關於進一
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國九條」）為指
引，配合做好新股發行體制改革中的註冊制工作，開展「滬港
通」業務，配合推進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改革等，與新「國九
條」遙相呼應。

研自貿區放寬合資券商業務
《意見》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進一步增
強上海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服務功能。根據《意見》，上海將支
持上海證券交易所壯大主板市場，做大、做強、做活藍籌股市
場，增加市場內部層次，推進上海證券交易所ETF期權等業
務創新。
《意見》亦着力於重點領域的改革創新舉措，如在自貿試驗
區逐步放寬合資證券公司業務範圍，逐步提高符合條件的外資
機構設立合資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持股比
例；支持註冊在該市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參與上交所債券回
購；支持上期所、大商所、鄭商所在自貿試驗區內設立商品交
割倉庫等。

商務部：中國經濟無硬着陸跡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官方
近期公佈的一系列經濟數據，各大指數均出現放緩
或下降，經濟下行壓力再現。對於中國經濟是否會
「硬着陸」，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指出，沒
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經濟要「硬着陸」。學者則認
為，經濟增速放緩加大了政策放鬆壓力，在定向寬
鬆之外，全面降準或降息的可能性進一步提高。
8月經濟意外驟冷，包括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
投資、消費等在內的諸多經濟指標全線下滑。數據
的差強人意引發了外界對中國經濟放緩，甚至「硬
着陸」的憂慮。
對此，沈丹陽昨表示，中國現在的GDP已是全球
第二，經濟增速能保持7%以上已經很了不起，這
在全世界是沒有幾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的。他認為，
從投資、消費、就業、出口等指標看，中國經濟目

前正處於一個平穩發展階段，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
國經濟要「硬着陸」。

中金：結構調整致使減速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則指出，當前經濟

增速放緩實際上是結構調整帶來的陣痛之一。其
中，工業增速放緩的根本原因是房地產市場調整帶
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全面放緩。房地產市場調整對土
地出讓金收入的拖累作用顯現，嚴重依賴土地財政
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放緩難以避免。
此外，彭文生認為，消費零售增速放緩主要由於

通脹回落，實際增速小幅回升，環比動能保持穩
定。投資放緩、消費復興，未來經濟結構調整將持
續。
隨着經濟下行壓力再現，「強刺激」的猜測四

起。市場對貨幣寬鬆預期逐漸升溫，不少機構認為
第四季度或打開降息窗口，為經濟增長托底。
對於可能出現的政策調整，彭文生表示，在定向

寬鬆之外，全面降準或降息的可能性進一步提高。

花旗：內地明夏前減息3次
花旗銀行分析師沈明高等分析師在研究報告中指

出，8月份經濟數據表明定向寬鬆政策無法抵銷房
地產市場造成的拖累，預計中國央行明年上半年將
減息三次，每次降息25個基點。該行並把2014年
中國GDP增速預估從7.5%下調至7.3%；2015年預
估從7.1%降至6.9%。
不過，摩根大通認為，儘管8月數據疲弱，中國
政府近期還沒有流露會放寬宏觀政策的跡象。政府
將更依賴結構性改革支持經濟增長，並非依靠刺
激。值得特別關注的領域包括：體制改革（如放開
政府管控、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國家壟斷行業）；減
輕企業稅負及行政性收費；減少企業、特別是小企
業的融資成本。

■沈丹陽認
為，FDI近
期出現下降
並非是一個
逆轉態勢，
而是一種短
期階段性調
整。

中新社

■Ａ股昨急
挫，上證綜
指失守2300
點 ， 收 跌
1.82％。深
證成指收跌
2.36%。

■港股連跌8日，昨收跌0.91%，半日成交高達
581億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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