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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股史上十大跌幅滬股史上十大跌幅
排名 日期 收市 (點) 跌幅(%)

11 19951995//0505//2323 750750 1616..3939

22 19931993//1212//2020 783783 1313..0808

33 19941994//0808//0909 621621 1212..6767

44 19931993//0303//2222 11,,036036 1111..7575

55 19921992//1010//2727 450450 1111..1818

66 19941994//1010//0505 706706 1010..7171

77 19941994//1010//1313 635635 1010..6464

88 19931993//0303//0101 11,,199199 1010..4646

99 19921992//0808//1111 863863 1010..4444

1010 19931993//0505//2424 11,,026026 1010..3030

3030 20152015//0101//1919 33,,116116 77..7070

被罰券商股價一覽（人民幣）

股份 前收（元） 昨開（元） 昨收（元） 最高（元） 最低（元） 跌幅（%） 成交額（億元）
中信証券（600030） 32.91 29.62 29.62 29.62 29.62 10.0 14.71
海通證券（600837） 23.03 20.73 20.73 20.73 20.73 9.99 7.67
招商證券（600999） 26.71 24.04 24.04 24.14 24.04 10.0 23.68
廣發證券（000776） 25.94 23.35 23.35 23.35 23.35 9.98 5.73
註：被處罰的券商中，國泰君安、安信證券、中投證券、民生證券、 廣州證券、新時代證券、齊魯證

券和銀河證券未有在A股上市。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此前券商大
做槓桿市，甚至證券資產不足5萬元（人民幣，下同）
的客戶亦被允許融資融券。中國證監會此番強調「依法
合規經營」，並重申50萬元的資產底線。宏源證券分析
師徐磊昨日對本報表示，目前市場上不合50萬元規定的
融資融券賬戶保守估計有七成，隨着這些賬戶日後被慢
慢清理，估計將至少令融資融券規模縮水近三成。
去年11月21日央行宣布降息之後，滬綜指不到兩
個月內飆漲37.76%，融資額亦快速攀升。數據顯示，
2014年11月21日，滬深兩市融資額7,575億元，上周
四則達到11,062億元，39個交易日增加了3,481億
元，平均每個交易日增近90億元。
「現時有那麼多股民在做融資融券，但絕大多數賬戶
的證券資產規模根本達不到50萬元，超過50萬元的客
戶不會超過10%。」徐磊預計，在近七成的不合規賬戶
被清理後，至少令A股融資融券規模融資縮水近三成，
從現時的逾1萬億元銳減至6,000億至7,000億元。

收緊委託貸款衝擊更大
在湘財證券分析師朱禮旭看來，中國銀監會收緊委
託貸款業務將對A股資金面形成更大打擊。朱禮旭接
受本報訪問時說，A股傘形信託的規模遠大於融資融
券，券商資金畢竟有限，銀行貸款的傘形信託才是推
動此輪槓桿市的罪魁禍首。「加大對委託貸款業務的

監管，將對資金面形成重大利空，（中國）銀監會出
手對A股的後續打擊不容小覷。」
朱禮旭說，若近期無重大利好出台，大市無法獲得

新的上漲動力，短期將現震盪調整格局；若有新改革
措施出台，力度又達到市場預期，則支撐大市企穩。
市傳備受外界關注的國企改革總體方案，昨日起將進
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討論程序，爭取春節
前對外公布。
徐磊認為，鑒於今次出台的政策十分重磅，昨日股

市反應又十分激烈，近期監管層進一步出辣招的可能
性不大，或許還會出台一些利好政策緩衝。至於此輪
行情底部位於何處，徐磊並不十分樂觀，他指槓桿市
存在強制平倉，往往令跌市十分兇猛，故此輪調整並
不能用老眼光看待，將之作為普通的獲利回吐或技術
調整。理想狀態下滬指或在3,000點附近企穩，但亦
不排除短期內跌破2,900點的可能。
近來油價、匯率等周邊市場波動猛烈，過熱的資本

市場可能帶來風險，這可能亦是管理層出手為股市降
溫的重要考量之一，不過，徐磊說：「踩紅線、摸底
線的『政策套利』由來已久，券商違規融資融券亦不
是近一兩周才有，監管層應該轉變監管模式，加大平
日的監管力度，而不是突擊檢查再施以重拳，投資者
會將此解讀為政策風險，融資融券本身的巨大風險則
會被忽視，反而不利於提高市場的風險意識。」

■■肖鋼任主席的中國證監會嚴查違規的融肖鋼任主席的中國證監會嚴查違規的融
資融券行為資融券行為，，觸發滬深股災觸發滬深股災。。圖為他昨日圖為他昨日
在香港亞洲金融論壇上致辭在香港亞洲金融論壇上致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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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力期指首度跌停
昨日A股期指大幅裂口低開，午後主力合約跌停。其

中期指主力合約IF1502、下月合約IF1503、下季合約
IF1506等市場主要交投的三張合約全部封於跌停，新上
市1509合約收跌11.7%。據交易規則，股指期貨盤中最
大漲跌幅為10%，雖然之前期指盤中曾現跌幅超9%，
但是觸及跌停還是自2010年4月上市以來首次出現。
到晚上，中證監否認監管部門聯合打壓股市。中證
監官網指出，對12家存在違規行為券商採取行政監管
措施，旨在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促進融資業務規範
發展，市場不宜做過度解讀。至於對證券公司開立兩
融信用賬戶時證券資產低於50萬元（人民幣，下同）
的客戶是否要平倉，中證監稱，對這類客戶繼續按原
有政策和規定執行，不因為這一資產門檻而強行平
倉。該會要求證券公司要加強風險評估，切實做好風
險提示和客戶服務。

處罰12券商 限委託貸款
中證監上周五對中信、海通、國泰君安等12家證券

公司兩融業務的違規行為進行處罰。其中，中信証

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三家被暫停兩融新賬戶3個
月。中證監新聞發言人強調，不得向證券資產低於50
萬元的客戶進行融資融券。同時，中國銀監會為防止
資金繞道入市亦出重拳，禁止將銀行授信資金作為委
託貸款資金來源，並規定商業銀行受託發放的貸款不
得用於從事債券、期貨、金融衍生品、理財產品、股
本權益等投資。
受此影響，滬綜指昨罕見低開5.53%，全日幾乎無
力反彈，午後跌近300點，跌幅超過8%，收市略
企穩，報3,116點，下跌260點或7.7%。深成
指大幅低開5.15%，收市跌幅擴大至6.61%，
報10,771點，下跌762點。創業板收報1,630
點，跌9點或0.58%。滬市成交4,099億
元，深市成交2,915億元。

券商股保險股集體跌停
直接受政策影響的券商、銀行、保險等

金融股成跌市重災區。除停牌的宏源證券外，
券商股集體跌停，銀行股全軍覆沒，中國平安、中
國太保、中國人壽等保險股亦跌停。煤炭石油跌超
9%，前期漲幅較大的運輸物流、鋼鐵跌超8%，電
力、工程建築、交通設施、地產跌超6%。兩市跌停
家數超150家，近2000家個股下跌，僅少數股份相
對抗跌。
分析師指出，此次融資融券整改，將對融資融券佔
比較高的板塊、行業和公司帶來衝擊。興業證券最新
統計顯示，目前主板、中小板、創業板融資額佔整體
板塊自由流通市值比例分別為8%、5%和4%；從行業
上看，融資額佔整體板塊自由流通市值排名靠前的分
別為國防軍工、傳媒、非銀金融、建築、有色，佔比
分別為10.7%、10.1%、9.8%、9.2%和8.5%。
從股份看，融資額超過100億元的有10家公司，排

名前5的分別為中信証券、中國平安、海通證券、浦
發銀行、興業銀行，佔自由流通市值比例分別為
13.65%、8.33%、8.35%、8.27%、7.8%。

中證監漏夜救市中證監漏夜救市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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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融戶資產少於兩融戶資產少於5050萬萬 毋須強制平倉毋須強制平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裘毅、倪夢璟 上海報道）滬

深股市昨天遭遇「黑色星期一」，金融股暴跌觸發小股災。在

中證監處罰「融資融券」（下稱「兩融」，即借孖展、借股

票）違規券商、中銀監收緊委託貸款業務的雙重打擊下，券

商、保險、銀行等全線跌停，拖累滬綜指暴跌7.7%，創下7年

最大單日跌幅，也是滬綜指有史以來的第30大跌幅；深證成指

也跌6.6%。股指期貨三大主力合約更出現自內地推出股指期貨

以來首次跌停。有分析指出，短期內A股將持續震盪調整。中

證監晚上發聲明否認打壓股市，又指不會強制融資戶平倉。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堡明）中證監查
處 12 家券商的融資融券業

務，A股昨日大瀉近8%，拖累港股表現，國指
更暴瀉跌600點或5%，創逾3年來最大單日跌
幅，收報11,475點。不過，昨晚美股大升190
點，帶動港股在外圍反彈，截至今日零時，
ADR港股比例指數升370點，報24,109點；
ADR國企比例指數升457點，報11,933，反彈
3.83%。分析員表示，港股過去未有跟隨A股
大升，相信跌幅有限，本周恒指走勢須視乎內
地今日公布的GDP以及周四的歐央行會議。
美股昨晚造好，為昨日慘跌的國企股挽回不少

失地。截至今日零時，道指大升190點，ADR
港股比例指數重上二萬四，報24,109點，升370
點或1.54%；ADR國企比例指數報11,933點，
升457點或3.83%。重磅股中人壽（2628）ADR
反彈6.13%，報31.41港元，中石油（0857）
ADR 報 8.84 港元，升 4.02%；工行 ADR
（1398）報5.64港元，升3.49%；建行ADR
（0939）報6.35港元，升3.47%。
至於昨日大市方面，受中證監打擊違規券商
消息拖累，恒指昨低開132點後，重災區中資
金融股下瀉令港股跌幅加劇，至午後最多跌
513點，一度低見23,590點。於23,600點附近
見支持，全日收報 23,738 點，跌 365 點或

1.5%，成交額升至1,279億元。國指暴瀉跌600
點或 5%，創逾3年來最大單日跌幅，收報
11,475點。

內地今公布GDP受矚目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昨直言，是次震

盪短期對投資者有心理影響，但由於A股過去
半年升幅太多，「有調整亦屬正常」。至於後
市，他認為，港股過去未有跟隨A股大升，相
信跌幅有限，本周恒指走勢須視乎內地今日公
布的GDP以及周四的歐央行會議。
天行國際金融集團聯席董事黃志陽表示，早

前受到內地減息等因素影響，中資金融股被市
場追捧，股價大幅攀升，炒得過熱。所以證券
商和銀行被整頓業務的消息出來後，這些股票
跌幅很大，港股亦受到影響。但他指出，雖然
港股與內地股市密切相連，惟港股還受到其他
外圍股市影響，走勢仍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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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清理散戶 融資額料縮水三成

註註：：19961996年年1212月月2626日之前日之前，，

滬指尚未實行漲跌停板制滬指尚未實行漲跌停板制

度度，，因此前十名跌幅均超過因此前十名跌幅均超過

1010%%。。 製表製表：： 倪夢璟倪夢璟

內銀股昨日走勢
股份 收市(元) 跌幅(%) 影響恒指(點)

中行（3988） 4.18 5.9 -62.2

建行（0939） 6.14 3.8 -60.8

平安（2318） 81.2 8.0 -55.7

工行（1398） 5.45 4.1 -51.1

國壽（2628） 29.6 6.8 -48.2

交行（3328） 6.35 8.1 -14.8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

在港上市券商股昨日走勢
股份 收市(元) 跌幅(%)

海通證券（6837） 15.36 16.52

中信証券（6030） 23.6 16.46

申銀萬國（0218） 5.68 14.59

中國銀河（6881） 8.35 13.20

英皇證券（0717） 0.73 13.10

國泰君安（1788） 5.32 9.52

中州證券（1375） 6.93 9.41

第一上海（0227） 1.51 9.04

華富國際（0952） 0.45 8.16

海通國際（0665） 4.51 6.43

敦沛金融（0812） 0.66 5.71

耀才證券（1428） 1.45 5.2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堡明

■■恒生指數昨日跟隨恒生指數昨日跟隨
滬深股市暴瀉而下跌滬深股市暴瀉而下跌
365365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