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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524524億元成交額億元成交額（（連同創業板連同創業板））昨創昨創
歷史新高歷史新高，，打破打破 22,,110110 億元舊紀錄億元舊紀錄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33日日））

22.. 2828..66萬億元總市值萬億元總市值，，昨創歷史新高昨創歷史新高
33.. 33,,105105,,978978 宗最高成交量宗最高成交量，，舊紀錄舊紀錄

11,,935935,,113113宗宗（（20152015年年33月月3131日日））
44.. 滬港通昨創成交新紀錄滬港通昨創成交新紀錄：：

■■210210 億元億元（（167167 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最高最高
「「港股通港股通」」成交額成交額，，舊紀錄舊紀錄4848億元人億元人
民幣民幣（（20152015年年44月月22日日））
■■132132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約約165165億港元億港元））最最
高高「「滬股通滬股通」」成交額成交額，，舊紀錄舊紀錄121121億元億元
人民幣人民幣（（20142014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
■■299299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約約373373..88億港元億港元））
最高最高「「滬股通滬股通」」及及「「港股通港股通」」合計成合計成
交額交額，，舊紀錄舊紀錄 139139 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20142014
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
■■105105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約約131131..33億港元億港元））
「「港股通港股通」」每日額度每日額度，，昨首次在午市昨首次在午市
交易時段耗盡交易時段耗盡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港交所港交所

港股「大四喜」

排名 日期 主板成交額（億元）
11 20152015年年44月月88日日 22,,500500..3232
22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33日日 22,,098098..0909
33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1616日日 22,,008008..3333
44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1212日日 11,,952952..7777
55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 11,,850850..2525
66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1111日日 11,,787787..1212
77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2929日日 11,,776776..2828
88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1515日日 11,,744744..6262
99 20072007年年1111月月66日日 11,,696696..3636
1010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1818日日 11,,685685..2222

製表製表：：記者記者 黃萃華黃萃華

港股十大成交額港股十大成交額

���$�����
7���$�����
7

����
������=
����
������=

�;/
�����=
�;/
�����=

��
�����=
����=

��
�����=
����=

港股昨日甫開市即急升，吸引散戶瘋狂落盤，造就大
市成交額創逾2,500億元新高。不過，有不少散戶卻指
未能登入部分證券行及銀行網上戶口，無法買賣股票，
只能「望門興嘆」，大嘆「蜑家雞見水不能飲」，無法
「搭順風車」賺一筆。市傳耀才證券（1428）及一通證
券的網上交易平台懷疑死機，但兩家證券行
的發言人表示，系統一切正常，可能是大

量客戶同一時間登入，出現排隊登入的問題。

券商生意多5倍「深港通」勢爆升
耀才證券主席葉茂林昨表示，「滬港通」開通之後，

大市成交變得活躍，該公司昨日的成交額亦較平常多出
5倍，創出開業以來的新高。他預期，未來交投會不斷
攀升，特別是「深港通」開通後，成交額料會爆炸性上
升，他對市場前景感到非常樂觀。
另外，有散戶昨透過渣打香港證券服務，在港股開市

前落盤，但無論以網上平台或iPad進行交易，系統均十
分緩慢。據悉，中銀澳門網站也出現類似的情況。渣打
發言人指出，港股昨交易量龐大，落盤較平日需要較長
時間，但強調系統正常沒有故障。中銀澳門發言人稱，
由於客戶交易量大增，網絡一度緩慢，但已經及時處
理，並按照客戶的指令落盤。
港交所（0388）署理總裁羅力昨強調，

港交所本身的交易系統運作暢順，或是券
商與客戶的交易介面發生問題。港交所主
席周松崗補充，港交所早前已投資30億
元提升系統功能。 ■本報記者

股票網「塞車」 散戶慘變「蜑家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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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昨天勁升近恒生指數昨天勁升近
千點千點，，同時創下多項紀同時創下多項紀
錄錄，，主板錄得主板錄得22,,500500..3232億元成億元成
交額交額，，較較20072007年年1010月創下的月創下的
22,,098098..0909億元舊紀錄更高億元舊紀錄更高。。

根據紀錄根據紀錄，，昨主板成交額昨主板成交額22,,500500..3232億元億元，，較十較十
大最高單日成交額的第二位大最高單日成交額的第二位22,,098098..0909億元億元（（見見
表表），），多近多近402402..2323億元億元（（增幅增幅2020%%）；）；如連同創如連同創
業板業板，，昨日成交額為昨日成交額為22,,523523..9696億元億元，，同創新高同創新高。。

20072007年擬年擬「「港股直通車港股直通車」」 兩月飆萬點兩月飆萬點
至於十大最高單日成交額除了昨日名列首位之外至於十大最高單日成交額除了昨日名列首位之外，，其他均出其他均出

現於現於20072007年年1010月至月至1111月間的交易日月間的交易日，，當年內地曾計劃試推當年內地曾計劃試推
「「港股直通車港股直通車」，」，擬於天津為試點擬於天津為試點，，批准居民將持有的外匯或批准居民將持有的外匯或
人民幣人民幣，，以購匯方式直接投資海外證券市場以購匯方式直接投資海外證券市場，，當時刺激港股於兩個當時刺激港股於兩個
月內大升逾萬點月內大升逾萬點，，於同年於同年1010月月3030日日，，恒指創歷史高位的恒指創歷史高位的3131,,958958
點點，，惟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終將計劃無限期推遲惟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終將計劃無限期推遲。。

恒指昨裂口高開恒指昨裂口高開432432點後持續急升點後持續急升，，收市升收市升961961點點，，收報收報2626,,236236
點點，，創近創近77年高位年高位，，單日升幅單日升幅33..88%%，，亦是亦是20112011年年1212月月11日以來的新日以來的新
高高。。 ■■記者記者 黃萃華黃萃華

主
板
交
投
二
千
五
百

主
板
交
投
二
千
五
百
億億
「「
贏
一
贏
一
截截
」」

$
0�

北水狂掃 港地下錢莊傳乾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升勢停不了，

昨成交額逾2,500億元創新高，昨日1,742隻正股當
中，有1,262隻股份上升，其中五十大升幅股份，升
幅全部逾兩成。大市如此強勁，主因受惠北水湧
入，「港股通」首度用「爆額」。另外更有消息
指，北水為了掃港股，令到本港地下錢莊內的港
元幾乎被全數兌走，情況非常誇張；而昨日港匯
亦一度觸及7.7500的強方兌換水平，創七個月
以來的高位，反映確有熱錢流入香港。

加注或高追 風險不低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估計，以昨
日升勢而言，股市或再有一段升幅，
有貨者若有帳面利潤，可以繼續持
有；但對無貨者來說相當「蝕

底」，現階段加注或無貨高追者，便要相當小心，因
為風險不低。
沈振盈建議，高追的話，只宜從落後股着手，內銀

及內險股相對落後，可考慮人保（1339）及農行
（1288）等，石油股、航運股亦可考慮。另外，鞍鋼
（0347）也可望受惠追落後。

官媒「護航」：股市步入「健康牛」
天行聯合證券聯席董事李偉傑預期，港股一下子完成

26,000點的次季目標，不排除短期會略為調整，但由於
資金持續流入港股，港匯也升至強方兌換保證，顯示港
元強勢，也有消息指本港地下錢莊內的港元幾乎被全數
兌走，相信有關資金會繼續流入大市，故預料恒指中線
會續試高位，下一步料先試26,500點的水平。
資金對港股信心十足，主因內地開放公募基金可透

過「港股通」投資港股，加上A股大幅跑贏港股，吸
引內地股民來港追落後。此外，官方媒體連續多日發
表文章，支持股市繼續向上，使股市「狂牛」繼續上
衝。
滬綜指昨一度高見4,000點，是2008年3月以來的高

位，滬深兩市成交續創新高，急增至1.55萬億元人民
幣。新華社在昨日收市後再發表文章指出，今次牛市不
單是僅由資金推動，而是由於內地經濟下行壓力仍大，
需要股市提供有力的支持，維護股市穩定是相當關鍵
的。並指股市將由「改革牛」步入「健康牛」。
不過，沈振盈指出，內地的創業板股份已有回吐跡

象，市場亦關注新一輪資金分流壓力，因為4月有多
達30隻新股，由下周一起啟動招股，預期凍結資金將
再創新高，料影響資金投入大市的程度，或使A股的
升勢短線難以延續，從而打擊身處高位的港股。

港股昨升勢凌厲，究竟是「大時
代」之始，還是「股災先兆」，股
民、網民對此各持己見。不論哪方洞
察先機，昨為復活節長假期後的第一

個交易日，股市立即爆升，令不少於假期前的「儲
定貨」的股民帶來驚喜。不過，就昨日的情況來
看，散戶傾向先沽貨止賺多過高追入市。

股民「晒命」：眨眼賺數十萬
有經紀指，昨日市況暢旺如同2008年的時期，又

指不少股民在股市急升期間先沽貨止賺，生意額較
以往多出約數倍。有股民表示，昨日先沽出一半持
股，已賺數十萬元，「眨下眼，就賺咗一成」，又
表示對後市有信心，認為升勢會持續。但亦有復活
節前未買股的散戶稱，後悔無及早買入心儀的股
份，但見到昨日升勢太凌厲，未敢入市。

網民「柏分」則看好未來港股的走勢，稱「短期
內（港股）應該向好，第二季內應該都會升升
升」；網上也有不少網民留言，表示看好恒指（未
來）的升勢，網民Wai Lai更看好恒指會升至35,000

點，而看好恒指升勢持續的網民大有人在，更有人
指是「牛三重臨」。

網民憂「爆煲」：勸及早沽貨
當然，亦有網民看淡後市，有網民指港股急升，有

如2008年的金融風暴前夕，網民Ryan Yuen指，
2007年恒指曾升至3萬點，一年之後美國爆發金融海
嘯，香港不幸受拖累，認為8年後的今日，只會重蹈
覆轍；亦有網民指是泡沫爆破的先兆，勸喻股民及早
沽貨。 ■記者 黃萃華

後市「升升升」VS「股災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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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環創新高成交2524億 飆961點夜期曾續升727點
北水滾滾北水滾滾 港股漲萬三億港股漲萬三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大時代」再臨，瘋狂程度遠超

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受惠北水湧入，港股昨在復活節長假後勁追落

後，狂飆近千點，一口氣升破二萬六大關，創7年新高。此外大市創下多

項新紀錄（見表），其中總成交額2,524億元（主板連同創業板）創歷史

新高，港股市值28.6萬億元亦創新高，一日大增1.3萬億元；南向投資的

「港股通」每日105億元人民幣的額度亦首度「用爆」。昨收市後港股升

勢未止，4月夜期一度升727點，直逼27,000點大關。外圍港股亦繼續向

上，截至今晨1時，港股ADR比例指數升402點，報26,639點。

A股在香港復活及清明節長假期內的
累積升幅，促使港股昨天復市後，

一次過大爆發狂升。恒指昨高見26,247
點，全日收報26,236.8點，勁升961.2點
或3.8%，有1,262隻股份報升，全日逾
300隻股份創52周新高，共181隻熊證
「被屠」。國指升幅更凌厲，收報
13,396.5點，升733.4點或5.8%。
港股總成交額（主板連同創業板）急

增至2,524億元，創出歷史新高。同時
港股的市值，也單日增加1.3萬億元，漲
至28.6萬億元同創新高。「港股通」每
日額度更第一次「爆額」。

中央「放水」1.75萬億料湧港
市場人士形容，昨日大市的瘋狂程度

遠超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港股昨
日爆升，主因「北水」大舉湧港有關，
中央容許內地基金透過「港股通」買賣
港股，涉及的資金估計達1.4萬億元人民
幣（約1.75萬億港元）。
港交所（0388）主席周松崗昨在會見

傳媒時也直言，「滬港通」是昨天港股
成交創新高的催化劑。昨日「滬港通」
南北向交易額均創新高，總成交額達
299億元人民幣（約373.8億港元），帶
動整個股市交投。當中，南向投資的

「港股通」交易額升至167億元人民幣
創新高，更用盡105億元人民幣（約
131.3億港元）的每日額度，是「滬港
通」於去年11月開始至今的第一次（港
股通「爆額」新聞詳見A3版）。

港交所急升12% ADR再上
港股升勢至昨天晚上仍未盡，港股4月

夜期一度升727點，直逼27,000點大關，
收報26,802點，較恒指收市價高水566
點。晚上美股中段升22點，港股ADR繼
續造好，截至今晨1時，ADR港股比例
指數報26,639點，升402點。日間已大升
12%的港交所，其 ADR再升 1.2%報
222.44元；友邦保險（1299）ADR亦再
升 2.71%，報 52.9 元；騰訊（0700）
ADR再升1.59%，報157.26元。
大市單日升幅及滬港通成交額均大

增，市場人士擔心股市會出現突然大波
動，周松崗昨回應稱，即使港股成交破
紀錄，惟滬港通成交金額只佔港股成交
額的5%，不擔心會突然波動。但周松崗
仍然強調，股票市場的資金流量，乃當
地市場的因素決定，若股市出現一定程
度的升幅，投資者很可能會轉到其他市
場，港股有逆轉的可能性。他提醒，投
資者任何時候都應保持審慎態度，尤其

在市場情緒亢奮的時刻，因為市場情緒
隨時可能改變。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休假，但他

透過新聞稿表示，港股過去幾個交易日交
投持續活躍，單日成交額遠超今年以來的
平均值，實在令人振奮。他說：「成交額
攀升是個好兆頭，意味着我們正在朝着正
確的方向邁進。當然，目前我們正處於內
地金融市場逐步加速開放的歷史大轉折
中，精彩才剛剛開始，『滬港通』推出不
到五個月，它只是互聯互通的第一步，我
們還需要加倍努力。」
李小加續稱，隨着成交額不斷增長，

當局一定會一如既往地密切監察市場，
在必要時採取適當的風險管理措施，確
保市場運作有序。（另有港股相關新聞
刊B1版）

■■恒指昨急升恒指昨急升33..88％％，，大市並屢創新高大市並屢創新高
紀錄紀錄。。 中新社中新社

■■周松崗指周松崗指，「，「滬港通滬港通」」是港是港
股大升的重要催化劑股大升的重要催化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