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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10億助港青創業
馬雲今在港會年輕人 分享創業成功經驗

歐洲央行宣布擴大資產購買
計劃，以提振疲弱的經濟。由
於歐洲早前公布的經濟數據均
不如理想，除了其經濟持續面
臨陷入通縮的危機外，其失業

率亦持續高企於11.5%，加上希臘政局不穩
持續威脅着歐元區金融體系的發展，種種不
利因素令歐央行會否啟動主權債購買計劃再
度成為市場焦點。在歐央行上周四的貨幣政
策會議舉行前，瑞士央行突然宣佈將瑞郎與
歐元脫鈎，增強了市場對歐央行即將推行買
債的預期，資金持續流入歐洲股市及債市，
令其股市升至近7年以來高位，而德國、意
大利及西班牙等多個具指標性的10年孳息亦
紛紛跌至近期較低水平。一如所料，歐央行
宣布將擴大資產購買計劃，每月進行的600
億歐元資產購買包括原有購買的資產抵押證
券（ABS）和擔保債券，另加新增購買國債
計劃，以提振疲弱的經濟。由於金額高於早

前盛傳的500億歐元，受樂觀情緒帶動的歐
洲股市因而再度上揚。

希臘大選結果對歐洲經濟的影響。希臘大
選結果出爐，一如所料由齊普拉斯帶領的反
對黨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取勝。希臘政
府數年前為了換取IMF和歐盟2,400億歐元
援助，同意推行一系列的緊縮政策，其中包
括加重稅項以及削減公職和薪酬，令其經濟
面臨更嚴峻的考驗。希臘就業情況在近年大
幅惡化，失業率由5年前一直維持在12%以
下，倍增至2014年的26%。此外，民眾工資
亦持續下降，相信民生問題是令承諾幫助希
臘人民脫離貧困的激進左翼聯盟獲勝的主要
原因。市場普遍認為這次大選結果將為歐元
區政治及經濟形勢增添不穩定性，除了在希
臘會否脫離歐元區這問題上產生極大爭議
外，亦憂慮齊普拉斯將會提議注銷一半的希
臘國債，屆時或會連帶影響「歐豬四國」的
債務。

希臘新政府擬削債惹關注
由於希臘大部分民眾並未有脫歐的意願，

而且新政府亦向外表示無意帶領希臘離開歐
元區，投資者已撇除了早前希臘或退出歐元
區的憂慮，並將焦點放在希臘與歐盟、IMF
及歐央行的談判上。希臘在今年7月和8月
將會有債務到期，除非新政府有能力尋求新
的財政支持，否則其經濟仍需依賴歐洲央行
的救助資金來償還國債。雖然左翼聯盟領袖
齊普拉斯已表明願意重啟談判，但最令市場
擔憂的是，若齊普拉斯一意孤行，注銷一半
的希臘國債，將會形同債務違約，屆時或會
連帶影響「歐豬四國」的債務成本有所回
升，並可能對歐洲股市及債券市場造成一定
程度上的衝擊。

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令歐洲經濟雪上加
霜。歐盟早前因烏俄的衝突問題而對俄羅斯
實施了經濟制裁，限制兩地之間資本和貿易

的流通，其後俄羅斯亦實施了反制裁措施，
禁止歐洲的食品入口。縱觀歐元區，德國一
直是區內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俄羅斯作為德
國最大的出口國，制裁措施對德國的經濟貿
易有一定程度上的損害，加上歐元區內其他
經濟體仍然疲弱，制裁措施無疑是為歐元區
的經濟發展雪上加霜。至今為止，烏克蘭的
危機並沒有降溫的跡象，加上早前有傳俄羅
斯再次派兵增援克里米亞，德國總理默克爾
已表示因俄羅斯目前仍然違反烏克蘭的停火
協議，故歐洲暫並無理據要停止經濟制裁，
相信歐元區的經濟暫時仍會受到雙方互相經
濟制裁所影響。

股債短期料將開始調整
歐洲股債市場缺乏上升動力，預期短期內

會開始調整。早前市場因憧憬歐央行推行全
面量寬政策，熱錢流入歐洲市場，令歐洲主
要股市連續上升數天。但由於希臘政局仍然
存在不確定性，債務違約的風險仍然威脅着
歐元區金融體系的發展，市場需密切留意希
臘與IMF、歐盟及歐央行的債務談判結果。
此外，歐洲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僵持不
下，制裁措施於短期內獲得撤銷的機會可謂

微乎其微，預期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互相經
濟制裁將繼續影響歐元區的經濟。儘管歐央
行擴大了資產購買計劃，但筆者認為市場對
歐央行落實量寬政策的樂觀情緒已大部分反
映於股市的表現上，而且歐洲的經濟問題核
心是需求不大，具規模的投資項目亦有限，
故此過多的資金滯流於市場上亦不能改善歐
洲經濟體基本因素疲弱的問題，由於歐洲股
市及債券市場暫缺乏上升動力，預期會於短
期內開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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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後市難樂觀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民生銀行(1988)行長毛曉峰突
然辭職成為市場關注焦點。然而，早
在此之前，民行的股權結構已經發生
異常變動，就在安邦保險馬不停蹄增
持的同時，民生三大老股東劉永好、
郭廣昌、盧志強卻紛紛清倉或減持民
行股份。另有20億元（人民幣，下
同）融資資金提前出逃。有分析師
指，民生銀行事件或將影響本周A股
大盤下跌，其股價也會產生一些調
整，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民行仍為優質
標的。

民行A股遭三大老股東減持
據港交所(0388)披露的信息顯示，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已經於1月21
日清空了手裡所持的民行A股，其實
郭廣昌行動始於去年11月，在不足兩
個月內，分12次連續減持到達最終清
倉目的。原民行第一大股東、新希望
集團董事長劉永好，也將其持有民行
A股比例降至7.69%，去年12月26日
劉永好以每股均價10.8元，減持1.854
億股民行A股，套現約20.02億元。此
外，民行前十大股東之一的盧志強，
於12月3日、4日兩個交易日共減持
民行A股3,222萬股，目前持股比例減

至3.09%。
大股東的變更也引發一些槓桿資金變化。據

Wind數據顯示，民行人事巨震前，融資餘額
突降20億元。其1月30日融資餘額較1月16日
的122.37億元明顯下降20億元。但相較其他
銀行股均未出現此類情況，不少銀行股融資餘
額反而持續增長。
有市場人士分析指，持大單融資者不乏「嗅
覺靈敏者」，也說明那部分人預估股價會有波
動。如果民行下跌會帶動銀行股板塊下跌，預
計本周大盤或將迎來一輪下探行情。

分析：安邦入主支持股價
從時間上來看，民生大股東的減持和安邦的

增持是發生在同一段時間節點上，劉永好曾公
開表示，對安邦的大筆增持實屬考慮已久，並
在此後開始了他的減持行動。但有分析表示，
劉永好減持實屬「迎合」安邦增持之舉，同時
民行目前正處於增長瓶頸期，安邦入主更像在
某種程度上接濟了民行。
排位十大股東之一的史玉柱並無減持行

為，他曾承諾3年不賣民行股份，還在個人微
博上戲稱要將民行股票留給後代。他認為，
有安邦「照料」民行挺好，說不定將來更有
戲。
另據最新數據，近期民行H股股東持股變動
情況是增減各有。摩根士丹利於1月23日增持
572.05萬股民行H股，成交均價10.175港元，
其在民行權益增至 5.02%。同日瑞銀增持
1,347.46萬股民行，持股比例增至9.14%。不
過瑞銀於1月 27日將有關持股比例稍減至
8.85%。清倉民行A股的郭廣昌也在去年12月
增持了民生銀行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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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行長毛曉峰突然辭職成為市場關注焦
點，有分析認為會拖累A股表現。圖為民行
北京分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即使歐
洲及日本央行在繼續「放水」，令環球資
金充斥，使港股1月份累升3.8%，但國指
卻要下挫2.2%，反映內地股份有高位回吐
跡象，事實上，滬綜指1月亦報跌，是連
升5個月後的首次。分析師認為，2月份的
投資氣氛較1月不利，2月的關注點為歐洲
反緊縮的情緒會否繼續蔓延，以及內地會
否再放鬆政策來支撐經濟。

憂歐債危機重燃升溫
希臘近期大選結果出爐，打着反緊縮旗
號的政黨獲大勝上台執政，隨後另一隻

「歐豬」西班牙，亦有大批市民遊行表示
反緊縮，相信歐洲的反緊縮風潮可能進一
步蔓延，使投資者擔心歐債危機可能重
燃，歐元區甚至或會分裂，這將令全球投
資者變得更審慎。
高富金融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黃文傑表

示，希臘新政府與歐盟談判的結果，將會
左右全球市場，由於希臘左翼聯盟是首次
執政，施政方針及思路均無跡可尋，勢將
困擾歐美股市走勢。近期美股下挫，相信
反映了投資者對希臘前景的憂慮。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亦指，除了

多個國家的貨幣匯率波動外，俄羅斯與烏

克蘭問題尚未解決，盧布匯價風險持續，
加上油價下滑及反緊縮風潮或引發歐債疑
雲，都會影響港股2月走勢。
另外，內地1月中國製造業(PMI)跌穿
50枯榮線，市場亦會關注人行會否繼續
透過「逆回購」增加流動資金，而未來人
行會否減息來撐經濟，也是投資者關注的
重點。

關注人行會否「放水」
植耀輝認為，中央會視乎經濟數據，再

決定會否推出寬鬆貨幣政策，包括減息或
降準，但相信2月春節假期前後，再大幅

「放水」的機會不高。他相信，2月份港
股會跟隨A股走勢，滬綜指會先下試
3,150點，港股則下試24,000點水平，農
曆年假前夕，大市交投更偏淡靜，待3
月、4月各大企業公布業績後，才會有更
明確方向。
至於板塊方面，近期中國於海外基建

項目屢遇挫折，包括於希臘及墨西哥等
地，令投資者憂慮中國擴展至海外的基
建，會否受打擊。但植耀輝認為，3月將
舉行「兩會」，「一帶一路」仍是國
策，故投資者反可趁近期的回落，來低
吸基建股。
此外，環球股市風險增加，投資者有避

險的需要下，料會將資金轉投高息股，近
期高息股已有被推升的情況。

■希臘反對黨激進左翼聯盟支持者在慶祝勝
選之餘，大選結果也為歐元區政治及經濟形
勢增添不穩定性。 資料圖片

歐洲反緊縮 本月市況趨審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剛
公布的今年1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跌至49.8，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
點，不單低於市場預期，創28個月新
低，亦是超過兩年來，PMI首次跌穿50
點「枯榮」分界線。而美股上周五也下挫
逾250點，在美國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
(ADR)也隨之下挫，預期今日大市將低開
320點，料今日港股將走軟。
除了ADR外，部分港股在場外交易市
場也捱沽，重磅股建行(0939)跌1.39%，
工 行 (1398) 跌 1.43% ， 友 邦 (1299) 跌
1.4%，騰訊(0700)跌1.22%。第一上海首
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美匯持續上升，強
美元亦蠶食了美國企業的海外收入，剛好
碰上美國去年第四季經濟增長令人失望，
是近期美股下挫的主因。整個1月份計，
美股市值就蒸發逾7,000億美元。
港股方面，葉尚志認為隨着歐洲及日本

央行相繼宣布推出全面量寬政策，市場已
完全消化有關的利好因素，恒指亦因而出
現高位回調的走勢，目前正開始掉頭下
跌，料會補回早前的上升裂口，他料港股
短線將考驗24,000點支持力，投資者操作
上不應過分急進。
民行(1988)行長毛曉峰突然以個人理由

辭職，據公告稱，該行董事會注意到媒體
有關毛曉峰的若干報道，並指毛曉峰的辭
職是基於個人原因，該行的經營將一切正
常。根據公告，民行董事會臨時決議由洪
崎董事長代行行長職責。消息又稱，民行
大股東承諾不會出售股份，並於今年4月
前選定新行長。民行的第一大股東為安邦
保險，目前持股比例為22.5%。

分析：民行事件影響短暫
對於民行行長突然辭職，市場料該行股

價今日有大震盪。但開源證券高級分析師

楊海認為，此事對民行本身，並非一定為
悲觀。他估計，民行周一很可能會大幅低
開，A股甚至會低開跌停。在一段時間
內，民行都會捱沽，但這反而可能吸引更
多的投資者「撈底」，而事實上，民行之
前都有若干內地企業曾出現貪腐問題，該
些股份都有一段時間的下跌，但之後也陸
續回復正軌，他相信民行的情況會類似。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也認為，無論是股權變動還是更換
高層，都不太可能對民行的正常經營產生
極大的負面影響。至於其他的民營銀行
股，他則相信只有短期的心理影響，實際
走勢還需視乎經營因素。

瑞年擬拆飲品業務上市
另外，瑞年國際(2010)昨公布，已委聘

一名保薦人及其他專業人士，以考慮將若
干飲品業務於聯交所分拆上市的可能性。

而去年12月30日才上市的新股BBI生命
(1035)發盈警，指因確認上市費用約2,250
萬元人民幣、以股份支付的費用約1,350
萬元人民幣，以及向第三方公司出售上海
普欣生物技術31%股本權益產生的收益約
2,640萬元人民幣在內的非經常性收益及
開支，令集團去年利潤將按年減少約
12%-16%。

中美數據弱 港股料捱沽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ADR於美國 較上周五港股

收報(港元) 變化(%)
匯控(0005) 70.88 -2.16
中移動(0941) 101.27 -1.20
中海油(0883) 10.32 +1.39
中石化(0386) 6.14 +0.17
聯通(0762) 11.59 -1.12
國壽(2628) 29.68 -2.99
中石油(0857) 8.42 +0.31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敏儀）曾指香港青年變激進皆因看
不見希望的阿里巴巴主席馬雲，決定為港青燃點創業夢，昨
宣布成立10億港元的「香港青年企業家基金」，支持香港年
輕人創業，提供資金、技術支持和培訓，預計將於今年下半
年推出。馬雲今日更會在港與青年交流，發表「馬雲與青年
有約：從夢想到成功創業」演說，相信屆時將交代更多基金
的詳情。

阿里巴巴昨日宣布成立10億港元
的非牟利「香港青年企業家基

金」，以投資方式注資到港青的初
創企業，並協助他們在阿里電商市
場和平台上創業， 將產品和服務銷
售到內地。阿里投資的收益將重新
投放到基金上作新的投資 ，以確保
基金資金源源不絕並可持續地運
作。

望培養年輕人企業家精神
馬雲此舉可謂特別恩寵港青，因
為阿里巴巴在內地及台灣都沒有類
似的基金。馬雲昨日表示：「秉承
着『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一
理念，阿里巴巴一直希望能促進培
養年輕人的企業家精神。我們希望
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 讓香港的年
輕人可以發展自己的事業 ，由此促
進中國內地及香港兩地的交流。」
據悉，該基金將提供資金、技術
支持和培訓，專業的投資經理和基
金運作顧問組成的團隊將負責挑選
初創企業 ，並管理對這些企業的資
助。團隊將與年輕的企業家在創業

的初始階段緊密合作， 以專業指導
扶助港青拓展業務。

選200大學生赴系內實習
另外，基金將每年從香港的大學

中挑選出200名優秀的畢業生，到阿
里巴巴集團或集團電商生態體系內
的其他公司實習。
在早前本港發生違法「佔領」行

動期間，馬雲曾發表觀點指，抗議
活動源於香港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以他對香港的了解，他認為問題不
在於政治層面，而在於大人物們享
受好的生活，而年輕人看不到希
望。而去年阿里世紀IPO「錯失香
港」後，馬雲曾表示「很遺憾，但
阿里對香港依然熱愛和支持」。他
當時更稱，未來會全力以赴幫助香
港中小企業，幫助香港年輕人有更
多機會開拓世界和中國內地的市
場。
馬雲今日在港與青年交流，出席

其任顧問的團結香港基金主辦的活
動，發表題為「馬雲與青年有約：
從夢想到成功創業」演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馬雲早前在
台灣參加「兩岸企業家台北峰會」時，表示
有意成立台灣青年企業家基金，鼓勵台灣青
年赴大陸創業，想不到這次卻給香港搶了
「頭啖湯」，率先成立了10億港元的「香港
青年企業家基金」。馬雲其實一直都強調，
創新是年輕人的事，應把機會給年輕人，並
鼓勵台灣的年輕一代到內地考察。
馬雲去年12月中到訪台灣時表示，希望成

立基金幫助台灣年輕人到內地創業，給年輕人
更多機會。當時他說想成立「專門做台灣年輕

人到內地學習、創業的基金」，「因為錢反正
也不是我們的，也要捐出去的，為什麼不給年
輕人更多機會？」他指，「如果你相信年輕
人，才能產生出未來是美好的。」
馬雲當時指，台灣近15年來並未出現太多

新企業或企業家，創新應該交給年輕人來
做，因此歡迎想到內地創業的人與阿里巴巴
聯繫，無論是加入阿里巴巴或電商生態系。
他建議，台灣的年輕一代應該到內地考察市
場，思考在低成本、高效率的網絡技術面
前，如何完善自己。

鼓勵年輕一代內地考察

■■阿里巴巴位於杭州阿里巴巴位於杭州
的總部的總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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