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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全月上升3.8%
「一月效應」倘兌現 港股有望全年升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示，A股昨日急回，與目前內地
監管部門做出嚴控市場過熱的姿態有關。中央想把資金從股市拉回

實體經濟，壓抑了股市升勢，在A股熱情退卻下，估計短期內A股只會於
3,000點至3,400點間上落，同時亦令港股只能維持上落市。他預料，恒
指短線將下試24,300點，在25,000點則遇上頗大阻力；在目前環球市場
波動下，具避險作用的收息股將獲一定支持。

信達稱無洽購 股價跌1.6%
市傳中銀（2388）計劃出售南洋商業銀行的消息，刺激股價漲2.1%，
亦再度燃起市場對港銀賣盤的憧憬，大新銀行（2356）急升6.6%，大新
金融（0440）漲3.2%。至於傳聞有意購入南商的中國信達（1359）就發
聲明，回應不能確認有關傳聞是否準確，並確認至今並未就收購其他銀
行，與任何第三方磋商。該股澄清傳聞後，股價下跌1.6%。

重磅股下挫拖累大市倒跌
國指微跌16點報11,720點，藍籌股個別發展，本地股有好表現，長實
（0001）升2.1%、新世界（0017）升1.5%。濠賭股繼續走弱，銀娛
（0027）及金沙（1928）跌逾3%，加上騰訊（0700）及中移動（0941）
兩大重磅股分別挫2%及1.7%，拖累大市倒跌。
個別股份方面，順風清潔能源（1165）及玖源（0827）主要股東鄭建
明入股金威資源（0109），刺激金威復牌後股價瘋漲，高開1.5倍，最高
曾見1.7元，全日收報1.58元，仍爆升1.47倍，成交額達3.3億元。
美國上市的阿里巴巴公布業績，第三季每股賺81美仙，優於預期，但
營業收入就差過預期。不過最大的問題是，可能有人在美國以集體訴訟
告阿里涉賣假貨，阿里巴巴跌近9%。連累在港上市的阿里影業（1060）
在大額成交下，下跌逾7%收1.54元，阿里健康（0241）亦跌近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外圍反彈，帶動港股昨高

開逾175點，可惜因A股午後走低，滬綜指跌1.6%，拖累

港股昨日由升轉跌88.8點，收報24,507點，成交855億

元。全周計，滬綜指累挫4.2%，累及恒指本周累跌343點

或1.4%，國指更跌540點或4.4%，大幅跑輸大市。幸好全

個月計，恒指仍升902點或3.8%，若今年「一月效應」兌

現，2015全年港股有望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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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升轉跌，收報24507點。 中新社

滬指跌1.59% 月線8連漲終結

南商市傳作價 PB十年最低

螞蟻金服擬明年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阿里巴巴去年在美掛
牌後，股價水漲船高。外電昨引述消息指，阿里主席
馬雲有意將旗下最值錢的螞蟻金服上市，目前估值約
500億美元（約3,900億元）。消息指，螞蟻金服最快
在2016年於內地A股上市，但亦不排除作雙重上市。

擬登A股 社保基金或入股
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旗下包括螞蟻金服、

支付寶等業務。據悉，螞蟻金服在上市前擬進行私
人配售，集資詳情尚未有定案。社保基金已獲邀入
股螞蟻金服。阿里本港發言人拒絕對上市傳聞作出
回應，社保基金亦未有回覆相關查詢。
馬雲曾多次表示，旗下金融服務部門支付寶「一

定會上市」。在去年雙十一記者會上，他又重申，
螞蟻金服上市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錢，而是讓更多
參與者能夠分享，「很遺憾阿里巴巴沒有辦法在A
股上市，各種原因，我希望支付寶有這個機會，在
A股上市」。當時馬雲沒有就螞蟻金服何時上市給
出時間表，但指「希望螞蟻金服能夠接受世界的監
察，可以更透明、更開放」。

「時間由你」首掛潛水
本港方面，內地指針石英手錶製造商時間由你國

際（1327）昨日首掛即潛水，不計手續費及佣金，
每手2,000股蝕860元。時間由你全日收報0.67元，
較招股價1.1元下跌39%。高位見0.86元，低位0.65
元，成交2.57億股，涉及金額1.88億元。
此外，惠陶集團（8238）昨公布，計劃以配售方

式在創業板上市，集資最多5,040萬元。配售價不高
於每股0.42元，預期不少於每股0.35元。一手8,000
股。滙盈融資及豐盛融資為是次交易的聯席保薦人。
惠陶主要從事透過一名獨立第三方發行商提供的發行
服務於香港銷售及免費派發中文生活時尚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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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
過去半年美元走強，其他外幣相對轉弱；港
元因聯繫匯率令幣值相對走強，導致本港出
口成本相對提高，降低本港的出口競爭力。
政府對此會密切留意，亦會留意港元走強對
訪港旅客消費的影響。他表示，今年外圍經
濟的復甦步伐並不明朗，只有美國有較強的
復甦跡象，歐洲復甦步伐便特別慢，所以今
年的經濟環境相信與去年差不多。

恒生料美加息延至年底
恒生銀行私人銀行及信託服務主管陸庭龍

昨日出席新城節目後表示，由於各國正實施
量寬，環球通脹壓力不大，美國不用急於加
息，預期美國聯儲局或會將加息時間延遲至
今年年底甚至2016年。
同時，陸庭龍預期人民幣自今年起每年將

會貶值2%至3%，人行銀行為刺激經濟今年
將會降息兩三次。他指出，由於目前不少國
家都推行量寬政策，令貨幣大幅貶值，人民
幣有可能需要貶值以維持內地出口競爭力。
貶值的幅度將會抵銷人民幣存款的利息收
入，建議投資者轉為投資回報較高的人民幣
產品，例如點心債及人民幣計價債券等，直
接買賣A股亦會是一個不錯的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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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昨延續調
整走勢。上證綜指全天高開低走，收盤報 3,210 點，跌
1.59%，成交2,843億元（人民幣，下同）。本周滬指跌
4.22%，整個1月跌幅0.75%，結束月線八連漲走勢。深證成
指報11,151點，跌0.87%，成交2,237億元；創業板報1,681
點，跌1.80%。

A股高開低收成交續縮
兩市昨雙雙高開，上證綜指小幅上衝試圖封閉周三跳空缺
口，但最高至3,266.50點未果。隨後股指一路走低，最低值
3,210點，逼近3,200點；午後地產、銀行、券商等權重股集
體拉升大盤反彈，但至周四收盤點位下方承壓回落，臨收盤
再度跳水，以最低點位收盤，失守30日線，月線在八連漲之
後首次收跌。深證成指跌0.87%，同樣失守30日線。創業板
跌1.80%，失守1,700點；兩市成交繼續萎縮。
和訊分析師胡任標認為，近期支撐看「119」低點3,095

點，若守得住，強勢攻擊行情仍有機會展開。一旦失守，另
一支撐點看季均線近2,900點。

中證監責令6基金公司整改
另外，在近階段查處大量基金公司從業人員利用非公開訊
息違規交易後，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昨日表示，將
對部分不同程度內控缺失的基金公司實施行政監管措施。其
中對華夏基金、海富通基金等五家基金公司實施3個月至6個
月的限期整改行政監管措施，整改期間暫停受理公募基金產
品註冊，並對相關責任高層人員採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監管
措施。證監會還對中郵等6家基金公司採取責令改正的行政
監管措施。
在證監會近期進行的專項檢查中，部分基金公司及責任人
員在防範從業人員違規買賣股票行為的內控管理方面存在一
些問題，個別公司在未公開訊息管理、投研人員權限管理、
訊息系統與通訊設備管理，以及基金經理選聘管理等方面存
在一定的內控缺失與管理失責，為違法行為的滋生提供了空
間。張曉軍指出，今後這類檢查和措施將會成為新常態，希
望各基金公司加強自律，全面提高風險管理和內控水平，建
設投資人信賴的資產管理行業。華夏基金相關人士回應稱，
未來將積極落實整改措施，並按證監會要求持續完善內控制
度建設，不斷加強對公司從業人員的行為管理與道德教育，
保障各項工作的合規穩健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1
月最後一個交易日結束，滬指昨收報3,210
點，同1月第一個交易日的3,350點相比，下
滑140點，跌幅達4.18%，回顧整月走勢顯然
有點「虎頭蛇尾」。有分析認為，1月槓桿資
金成為主導股市的推手，監管層一方面要提防
槓桿上升過快，一方面又要護盤保持股市穩
定。不過監管還是要繼續推進，將股市變為慢
牛才是最終目的。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前日兩市融資買入連續

兩個交易日走低，滬市融資餘額報7,775億元
（人民幣，下同），淨流入16億元，融資買
入550億元，減少89億元。深市融資餘額報
3,527億元，淨流入9億元，融資買入245億
元，減少47億元。另從A股盤面上看，每次
大跌均伴隨金融股大量資金外逃，昨日A股經
歷4連跌，滬市資金淨流出62.93億元，其中
證券股資金流出超過45億元。

「三會」聯手監管兩融
廣州萬隆表示，今年1月是股市瘋牛的一個

轉折點，雖然最顯著的下跌發生在1月19日當

天，但在這之前已經出現融資買入減速的跡
象，有部分嗅覺靈敏的資金甚至降低了槓桿。
1月19日之後，證、銀、保「三會」聯手監管
兩融業務，連續四次出手整頓機構槓桿業務，
更造成了市場波動與投資者憂慮，股市亦受到
接連波動，因此槓桿資金的進出成為左右盤面
走向的關鍵。
目前「三會」各自均有動作，證監會表示再

查兩融。銀行在銀監會監管下開始提高傘形信
託配資門檻，目前部分銀行已將傘形信託配資
資金起點由500萬元大幅提高至2,000萬元，
槓桿比例亦有所降低，部分銀行甚至只給出
1：2的新低比例。另經業內證實，保監會現場
檢查已在部分保險公司開始，內容指向保險資
金對券商兩融債權收益權的投資。
民生證券李少君指，槓桿資金的確為驅動股

市瘋漲的主推手，但隨之因資金入市太快，亦
為股市帶來一系列風險。目前監管層已經高度
關注，整頓工作亦會進一步展開。華泰證券則
表示，上次處理槓桿資金方式過於大動作令監
管層備受壓力，同時亦令股市出現大幅波動。
預計下一步處理方式將更為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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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繼周四
傳出中銀香港（2388）有意出售南洋商
業銀行後，昨日再有媒體稱該公司有意
出售集友銀行的控制性股權，消息帶動
中銀香港股價昨高開。瑞銀發表報告
稱，若出售南洋商業銀行作價60億美元
屬實，有關交易的市賬率(PB)約為 1.3
倍，乃本地銀行賣盤個案中，過去10年
來估值最低的一間，過去10年港銀平均
市賬率為1.9倍。

有效補充資金池
瑞銀報告指，南洋商業銀行目前的資

產及股本約為3,050億元及348億元，佔
中銀香港資產及股本分別14%及19%，
利潤佔比則達12%，若然成功出售，相

信會帶來約10%的攤薄作用。
該行相信，60億美元的資本補充將會

大大提升中銀香港的資金池，特別在監
管機構對銀行業的資本要求日高下。雖
然中銀香港未有明顯資本缺乏，但出售
南商仍會為該行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從
11.76%，大幅提升超過 5個百分點至
17%或18%。
瑞銀維持對中銀香港「中性」評級，

目標價為24.9元，較昨日收市價有8.6%
的折讓。受賣盤消息傳出影響，中銀香
港昨日股價升2.1%，收報27.25元。
中銀周四晚發公告指目前「正進行一

項可行性研究」。有分析員估計，是次
中銀香港「放風」乃測試市場反應，觀
察一下南商或集友於市場的潛在反應。

■■瑞銀指瑞銀指，，若出售南洋商業銀行若出售南洋商業銀行
作價作價6060億美元屬實億美元屬實，，有關交易有關交易
的市賬率約為的市賬率約為11..33倍倍。。

過去10年港股「一月效應」數據
年份 恒指首日（點）一月份（%）全年（%）
2005 +7 -3.57 +4.54
2006 +68 +5.89 +34.20
2007 +345 +0.71 +39.31
2008 -252 -15.67 -48.27
2009 +655 -7.71 +52.02
2010 -49 -8.00 +5.32
2011 +400 +1.79 -19.97
2012 +443 +10.61 +22.91
2013 +655 +4.73 +2.87
2014 +33 -5.45 +1.28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周紹基）淡
友昨日搶灘成功，
令港股在1月最一個
交 易 日 收 市 倒 跌
88.8 點 報 24,507
點，跌穿 10 天線
（24,509 點 ） 水
平，國指昨日亦好
淡爭持。恒指全周
要跌1.4%，國指更
累跌4.4%。幸好全
個月計，恒指仍升
3.8%，惟國指卻跌
2.2%，主要因為上證綜指1月跌26點或0.77%，是滬綜指連升
5個月後首次「斷纜」。根據「1月效應」，1月股市的升跌將
預示全年走勢，若今年一月效應再現，本年恒指及國指的走勢
將會呈兩極表現，出現恒指升、國指跌的局面。

憧憬歐日續「放水」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稱，展望今年大市，市場憧憬歐央

行及日央行會繼續「放水」，大市資金充足，氣氛尚屬正面，
故普遍看好港股今年表現。不過，國指由於在去年下半年累積
龐大升幅，今次在中央刻意冷卻下，A股今年或先高後低，全
年錄得微跌，拖累國指今年表現。
「一月效應」其實源自美股，由於基金經理在1月休假完畢

後，均會部署全年的投資大計，因此1月股市升跌，可預示全
年走勢，若股市上升，全年上升的機會就大，反之亦然。
由1987年至2014年共28年的統計資料，港股1月的走勢與

全年走勢，有逾64%的機會一致。至於近年興起的「首日指
標」，亦是預示港股全年走勢的其中一個「風向標」。以港股
首日表現，預視全年走勢的「首日指標」，其應驗比率更高逾
71%。若以最近10年的數據計算，「首日指標」的應驗比率達
80%，「一月效應」的應驗比率只有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