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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登8日發布的《關於加強企
業債券回購風險管理相關措施的通知》，不接受
AAA評級以下企業債券質押，引發債市大動盪。
累計近4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短融券、中期票
據和金融債被取消或推遲發行。
彭博通訊昨日在對上海清算所、中國債券信息網

和中國貨幣網網上的公告進行統計後發現，截至昨
天中午12點，中國銀行間債市在12月8日至12月
11日的4天內，至少近368億元的短融券、中期票
據和金融債被取消或推遲發行。

中糧信託國家電網均延後
中糧信託稱，由於近期債券市場波動顯著，利率

不斷上行，為確保順利發行，決定推遲原定於12月
10日招標、由國開行發起的102.362億元「第八期
開元鐵路專項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國家電
網公司也表示，基於近日債市波動，利率上行幅度

較大，為合理降低發行利率，控制融資成本，推遲
原定於12月10日簿記建檔的100億元企業債發行。
另外，包括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商用飛機公司、

山東鋼鐵、上實集團、丹東港集團、南寧城市建設
投資集團、吉首華泰國有資產投資管理、鄂爾多斯
電力冶金股份公司等則決定暫緩或推遲近日的金融
債、超短融資債、公司債的發行。
而汕頭港務集團和武漢港務集團，則因市場資金

緊張、認購不足的原因，分別取消了2.5億元中票
和2億元270天期超短融券的發行。
A股前日大跌，市場歸咎於債市大波動引發的效

應，股民擔心槓桿效致使融資投資利率上升。另
外，市傳部分商業銀行以債券抵押作融資，新規出
台後紛紛拋售股票而加重跌市。

人民幣轉勢 由跌轉升
除債市波動外，人民幣匯率近日也大幅波動。人

民銀行昨日把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上調0.06%至
6.11950，較上日升0.06%或36點子，為連續第四
個交易日上調中間價。11月CPI和PPI數據公布
後，人民幣在岸價曾一度下跌0.21%。不過在午
後，人民幣走勢逆轉，掉頭上漲，一度上升
0.29%，全日收於 6.1768，較上日升 87 點子或
0.14%。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分析師李建軍認為，經

濟基本面和經濟數據不支持之前兩日的大跌。目前
既不存在使人民幣大升的因素，也不存在使人民幣
大跌的因素。
中國利用人民幣貶值來促進經濟的可能性不

大，因為其作用不大，負面效應甚至大於正面效
應，央行要推進匯率制度改革，不可能讓人民幣
貶值着去改革，肯定是在升值的情況下去改革，
而央行近期調高中間價，也表明其不希望人民幣
貶值太多。

動盪市 近400億債券取消或推遲發行

炒再出招滬指彈近3%
分析料未來一年最多減息3次降準6次

12新股獲批 春秋國信上榜 阿里平台被指存洩隱私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據BBC報道，以色列網絡研究人
員日前發現，電商巨頭阿里巴巴的平
台存在若干漏洞，數百萬用戶的個人
信息可能會遭到洩露。阿里集團昨回
應本報時表示，相關潛在漏洞已被封
鎖。
以色列網絡安全研究機構AppSec

Labs表示，該機構工作人員發現了阿
里巴巴網站代碼的漏洞，該機構創始
人艾爾茲·梅圖拉說，「如果我想買
一部600美元的手機，我可以把價格改
到1美元再買下它。我能看到人們買了

什麼，我能更改發貨地址，讓東西發
到我這來而不是真正的買家那裡。」
梅圖拉還說，該漏洞是一名年僅21歲
的工作人員發現的。不過，至今還沒
有用戶資料被盜的情況發生。

回應：漏洞已被封鎖
阿里巴巴在10日下午回應本報時表

示，阿里已立即採取了措施進行評估
和修正，相關潛在漏洞已被封鎖。
「我們一直將客戶的私隱安全放在首
位，並會竭力保障平台上的交易安
全。」

阿里影業料中期減值撥備3.23億
香港文匯報訊 停牌三個多月的阿

里巴巴影業（1060）前晚表示，經普
華永道獨立審查及分析，公司過往年
度財務報表誤報情況將影響2012-2013
年度淨利，並預計今年上半年須就若

干應收賬款、電影電視版權等計提高
至 3.23 億港元減值撥備。但公司認
為，有關誤報並不涉及任何欺詐跡
象。公司股份繼續停牌，並預期於12
月19日或前後公布中期業績。

香港文匯報訊 A股成交暢旺，股
民投資熱情升溫，新股趁機出籠。
中證監昨在微博發佈消息稱，核准
12家企業首次公開發行（IPO）申
請，其中上交所六家，包括春秋航
空等；深交所中小板三家，包括國
信證券等，以及創業板三家。這也
是A股IPO再度重啟後的第七批新
股批文。
將在上交所上市的其他五家公司

包括：浙江新澳紡織、北京高能時
代環境技術股份、寧波高發汽車控
制系統股份、蘇州工業園區設計研
究院股份、南威軟件股份。
深交所中小板三家公司分別為：

國信證券、中礦資源勘探股份有限
公司和葵花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創業板三家公司則分別為：廣
東正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迦
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盾風
機股份有限公司。
中證監並稱，上述企業及其承銷

商將分別與滬深交易所協商確定發
行日程，並陸續刊登招股說明書。
中證監自今年6月重啟A股 IPO
後，均維持每個月核准一批新股首
發申請的節奏。路透統計數據顯
示，11月24日起的第六輪新股申購
資金規模峰值達 11,152 億元人民
幣，超過了10月23日起的第五輪新
股申購資金9,558.6億元人民幣。

股民：心態時機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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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銀聯聯合新華社昨日發布
的「新華．銀聯中國銀行卡消費信心指數」(BCCI)
顯示，11 月份數據為 83.26，較 10 月環比下降
0.89，同比下降2.94，為年內新低。主要由於非生
活必需品消費繼續下降。

旅遊及相關行業最弱
從分項看，11月樣本持卡人非生活必需品消費佔

比繼續下降。其中，旅遊及相關行業消費下降明
顯，賓館、餐飲、旅行社以及航空售票類交易金額
環比分別下降5.57%、3.34%、5.17%和0.8%；而出
境遊和海淘熱的升溫對境內高端消費品銷售產生一
定影響，箱包皮具類消費交易金額環比下降
5.18%。
此外，受油價下跌影響，樣本持卡人加油類交易

金額環比下降3.87%；同時，樣本持卡人的汽車類消費持續
下降，交易金額環比減少3.67%。
BCCI指數由中國銀聯聯合新華社定期發布，以城市居民的

銀行卡消費交易信息為基礎，通過分析城市居民的銀行卡消
費支出結構變化（主要是非生活必需品在消費總支出中的佔
比的變化情況）來反映消費者對宏觀經濟的信心水平。
報告表示，非生活必需品消費支出越多，反映宏觀經濟形

勢和個人收入情況就越好，消費者對未來的經濟形勢和個人
收入前景也就越樂觀，反之亦然。
昨日公布的中國11月CPI同比漲幅創五年最低，PPI則錄

得近一年半來最大降幅且在逾兩年半的時間裡持續為負。

香港文匯報訊 中海油(0883)昨日公布，母公司中國海洋石
油總公司已與科佩克分別就南海52/22、52/26和63/13區塊
簽訂了共計三個產品分成合同。

三區塊位於南海鶯歌海盆地
上述三個區塊均位於南海鶯歌海盆地，52/22區塊面積

2,088平方公里，水深60-300米；52/26區塊面積為1,766平
方公里，水深80-160米；63/13區塊面積為700平方公里，水
深80-140米。
根據產品分成合同規定，中國海油擔任上述三個區塊的作業

者，並在勘探期內與科佩克按照20%：80%的參與權益比例提
供勘探費用。雙方將在上述區塊進行三維地震資料獲取，並鑽
勘探井。進入開發階段後，中國海油將有權參與合同區內任一
商業油氣發現不超過70%的權益。在簽署上述合同後，除保留
部分管理職能外，中國海油即將其在合同下的全部權利和義務
轉讓給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中海石油（中
國）有限公司。

中海油科佩克簽產品分成合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外(0688)昨公佈，系內公司11月份合
約物業銷售金額約為151.02億元（港元，下同），而相應的
樓面面積約為1,126,800平方米。而首11個月計，系內累計合
約物業銷售約1,340.38億元，售出樓面約884.86萬平方米。
此外，於11月30日，系內公司錄得已認購物業銷售約為
86.31億元，預期將於往後數月內轉化為合約物業銷售。
中海外於上月在北京市及昆明市收購了兩幅新地塊，總應

佔建築面積約62.77萬平方米。集團就有關新收購土地應付的
土地出讓金約為63.33億元人民幣。同系中海外宏洋(0081)公
布，11月份實現合約銷售額20.22億元及合約銷售面積21.51
萬平方米，而首11個月累計合約銷售額170.47億元及合約銷
售面積約169.33萬平方米。截至今年11月底，累計認購未簽
約額15.78億元及認購未簽約面積約12.57萬平方米。

中海外11月賣樓金額151億

昨日滬綜指慣性低開，上午兩次下
探10日線，最低至2,808點後企

穩回升。午後在銀行、地產拉升下快
速走高，惟全日波動仍然劇烈，振幅
近5%。深證成指高開高走，在傳媒、
地產板塊帶動下大漲近400點，創業
板低開後一路走高，成功終結三連
跌。滬綜指全日收報2,940點，漲84
點或 2.93%；深證成指收報 10,546
點，漲 429 點或 4.24%；創業板報
1,573點，漲68點或4.52%。兩市成交
逾8,500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周二的1.26萬億元縮水31.6%。兩市
共流入資金576億元，其中滬市流入
333億元，深市流入243億元。

傳政府透過國開行注資4000億
市傳帶動昨日股市大反彈的是政府
注資。《彭博》引述國元證券策略師
蔡峰指，有傳聞指政府透過國開行向
市場注資4,000億元，消息帶動大市
於午後大幅抽升。
從盤面看，市場熱點多點開花，補

漲行情大幕拉開，111股漲停，僅1股
跌停。其中，非銀金融行業漲幅最

小，至收市僅微漲了0.58%，而其餘
行業均上漲了超過2%；傳媒、交通運
輸、公用事業和建築裝飾這4個行業
的漲幅均超過了5%，居於前列；鋼
鐵、汽車和家用電器行業的漲幅也超
過4%。昨公布的11月CPI升1.4%，
和PPI跌2.7%，顯示消費和生產增長
均放緩，市傳聞周末央行或有降準的
大動作，銀行股探底回升漲近3%，其
中招商銀行漲超8%。
市場多看好後市。巨豐投顧認為，

在政策及資金的推動下，市場人氣極
高，短期逢回調都會有大批資金介
入，指數回調空間、時間將會大幅縮
短，在此狀態下，資金將繼續推動市
場上行趨勢。長城證券分析師提醒，
滬綜指短期或有繼續衝高的可能，但
從整個盤面來看，在2,800至3,200點
之間寬幅震盪的概率較大。

連續五周實現資金淨轉入
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網最新周報數

據顯示，12月1日至5日銀證資金淨
轉入475億元，已連續五周實現淨轉
入。截至上周末，證券交易保證金餘

額首次突破萬億大關，報1.2萬億。

新增賬戶數創出六年新高
與此同時，A股新增賬戶數也於上

周創出六年來新高。上周新增A股開
戶 59.75 萬 戶 ， 較 前 一 周 增 長
61.75%，為2007年12月14日當周以
來新高。截至12月5日，滬深兩市共
有A股賬戶1.79億戶，有效賬戶1.4億
戶，這也是新增A股開戶數連續八周
保持在20萬以上。

不過，瑞信經濟學家陶冬撰文指，
牛市應該是有經濟和盈利基本面配合
的，可持續的資產價格上升。如今A
股上升缺少增長和盈利上升周期的支
持，根本無法與牛市相提並論。但他
同時認為，A股升勢還會持續一段時
間。
他指，內地目前經濟和盈利前景似

乎均未見底，房地產泡沫破滅和債務
違約風險依然嚴重，結構性改革至今
雷聲大雨點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裘毅 上海報道）而今A股市

場看多氛圍濃厚，剛剛度過大瀉逾5%的「驚魂一日」，又迅速

撥開陰霾重拾升勢。昨日滬深兩市強勢反彈，滬綜指拉升近3%

再度站上2,900點，深成指和創業板指更是漲超4%。昨日公布

的11月CPI(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及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均

遜市場預期，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認為，中國面臨的

風險不是通脹而是通縮，預計未來12個月最多可有3次降息、6

次降準，或提振市場反彈情緒。

內地股市在幾日之內經歷了大漲大
跌，有股民表示彷彿坐過山車一般心
驚膽戰，更有股民吐槽：「眼睛一睜
一閉，錢沒了」。繼前日滬指大跌
5.4% 後 ， 昨 日 滬 指 稍 有 回 升 漲
2.93%，有網友調侃，「還好沒有在傷
口上撒鹽。」

「槓桿」撬走部分老股民
李阿姨07年開始炒股，「我和朋友

都是最高點進去的，結果一入股市就
被套牢了。前兩天大漲好不容易扳回
一點，現在又套牢了。」她稱，「現
在都講什麼槓桿、融資，但是像我們

這樣曾經被套過的根本不敢參加，風
險太大了。之前滬指大漲時也沒我們
什麼事，結果一跌全跌，虧了好
多。」前日股市大跌5.4%時，她吃不
下睡不着，「好在昨日自己買的股票
略有回升，「稍微安撫了一下受傷的
心」。

另一位馬阿姨亦附和道：「A股這
次震盪太厲害了，從未見過幾天之內
漲跌這麼多的，槓桿的力量『不容小
覷』。」她說，這次若能解套就退出
股市，安心養老了。

王先生與朋友幾乎可以說是中國股
市剛剛開市時就進去了，炒了這麼久

也有些經驗。對於是次大跌，他看得
很淡。「我們炒了這麼多年股票，早
就習慣了大漲大跌」。他強調心態要
放好，前幾年虧了不少，後來都賺回
來了，所以股市也很鍛煉人。問及未
來整體趨勢，他相信「仍然會在震盪
中上漲」。

而朱先生則稱炒股要看準時機，有
能力把握好時機就能賺錢。「前兩天
3,000多點進去肯定有問題，能不能抓
住機會，就決定是否能賺到錢。」

即使股市震盪，仍有不少人躍躍欲
試。剛剛開戶的劉先生表示，看了新
聞覺得股市還是有漲的可能性，「人

民網不都做了調查嘛，80%的人都賺
了呢，不管怎麼樣也要試一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因債市波動，有近400億債券宣布取消或押後發行。 資料圖片

■市場憧憬人行再出招撐經濟，滬指昨漲近3%重上2,900點。股民在江蘇南
通一證營業廳關注股市行情。 新華社

■股民王先生表示：早已習慣股市的
大漲大跌，預計股市仍會在震盪中上
漲。

■中證監昨在微博發佈消息稱，核
准12家企業首次公開發行申請，其
中包括春秋航空等。 網上圖片

■由中國銀聯聯
合新華社昨發布
的 BCCI 顯示，
11 月份數據為
83.26，較 10 月
環比下降0.89，
同比下降2.94，
為年內新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昨日報道，根據中國民航發展基金
使用管理有關規定，明年補貼小機場數將由今年135個增加
到146個，補貼金額也由去年的10.78億元（人民幣，下同）
增至約12.11億元。
根據民航局發布的《關於2015年民航小機場補貼預算方案

的公示》，在明年補貼數據中，補貼最高的小機場為九寨溝
黃龍機場，補貼金額達1,603萬元。
數據顯示，明年補貼金額全國前五的省份分別為新疆、四

川、雲南、內蒙古和黑龍江，補助金額分別為13,042萬元、
12,043萬元、8,864萬元、7,155萬元和6,942萬元。
近年來，中國民用小機場虧損一直廣受詬病，根據國際通

行做法，為滿足經濟欠發達地區居民需要，實施民航基本服
務計劃，必須發展小機場、支線航空、通用航空並由政府進
行補貼。

小機場補貼明年擴至146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