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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11金句勸戒股民
A股一周400萬新開戶 逼近上月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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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壽首季多賺七成至122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中國人壽（2628）昨公布，首
季股東應佔淨利潤122.71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69.8%；基本每股收益0.43元。同日中保監公布，內地一季
度保險業原保費收入按年增長20.4%。
期內，國壽營業收入按年升24.9%至1,926.2億元。投資收

益383.86億元，按年升58.8%，主要是權益類投資價差收入
增加所致；淨投資收益率為4.65%。首季退保金按年勁增
193.4%至586.8億元，主因受資本市場和理財產品等多種因
素影響，銀保渠道部分產品退保增加。
不過，國壽股價昨日走勢反覆，全日收報38.1港元，較前
一交易日跌0.262%。

內險首季保費收入增兩成
另外，中保監新聞處處長張忠寧昨表示，內地保險業首季

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按年增長20.4%，升幅較大主因政策環
境利好傳統壽險產品和健康險發展；保險公司因資本市場向
好及時調整資金配置策略，險資權益類投資比重有所上升，
投資收益大幅增加所致。
中保監數據顯示，內地一季度財產險業務實現原保險保費

收入按年增長12.7%；壽險業務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按年增
22.3%；普通壽險和健康險業務分別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按年
分別增48.1%和32.6%。
險資運用方面，截至一季度末，險資運用餘額為9.89萬億

元，較年初增長6%；資金運用收益2,135.3億元，按年增長
141.7%，平均收益率2.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浙江報道）A股大升，交易額
創出天量，對GDP也有貢獻。記者從浙江省統計局獲悉，浙
江省第一季度生產總值為8,342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可比
價格計算，比去年同期增長8.2%。其中，證券交易額同比增
長162.1%，全部的金融業增加值同比增長了16.3%。
浙江省統計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傑表示，今年一季度

證券市場非常火爆，證券交易的爆發式增長，對GDP的貢獻
是0.7個百分點，全部的金融業對GDP的增長貢獻是1.5個百
分點。據統計，浙江省一季度的第三產業增加值4,292億元，
增長10.8%。服務業增加值增幅高出GDP增幅2.6個百分
點，拉動GDP的增長5.3個百分點。

浙證券交易貢獻GDP0.7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面對電商的衝擊，
實體零售商加速轉型求變。28日，廣州又一家跨境電商試
驗店開業。穗百貨公司摩登百貨與廣州市首批跨境電商試
點企業卓志物流達成戰略合作，開設廣州首家百貨跨境電
商O2O線下體驗店，主打嬰幼產品。據記者了解，目前廣
州百貨業廣百、友誼也與跨境電商試點企業有過接觸。

業績低迷加速轉型求變
據介紹，摩登百貨跨境電商體驗店，在摩登百貨崗頂店
七樓及首層中庭均設立了展示區。體驗店面積約300平米，
有母嬰用品、食品保健、化妝美膚等類別，商品主要採購
自英國、德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逾千
品種。其中奶粉品種齊全，包括了英國、德國、澳大利亞
等12個品牌48個品種。摩登百貨董事長、總經理周強表
示，體驗店將全面實行自採自營，所有訂單由海關全程監
管，保證正品。
根據目前跨境電商的操作，該體驗店的購物，需要身份
證實名註冊，然後由服務台生成訂單，並通過刷卡的方式
支付，跨境電商商品提供送貨到家。跨境電商商品徵收行
郵稅，如果徵收稅費在50元人民幣或以下則免徵。而一般
貿易商品消費者可選擇店內現場提貨。廣東卓志供應鏈服
務集團有限公司總裁田靖表示，部分商品比在廣州通過一
般貿易途徑購買的價格最多可便宜40%左右。
據了解，自去年廣州開始試點跨境電商以來，處在困境

中的百貨業已開始瞄準這一業態。據稱，廣州百貨業龍頭
廣百及友誼此前已在接
觸跨境電商，未來不排
除上線跨境電商方面的
業務。有專家表示，目
前很多實體店都在轉
型，如母嬰店、傳統百
貨店等。如果跨境電商
是「網購保稅」，跨境
電商體驗店則是進口模
式的線下延伸。業界人
士預計，由於今年跨境
電商獲內地政策支持，
整個行業的增速將會是
去年的十倍。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古寧廣州報
道）廣東自貿區掛
牌，儘管上周末有
多個樓盤趕趟推
貨，搜房網最新發
布的監控數據顯
示，4月20日至4月
26日，已正式掛牌
的南沙自貿片區僅
成交183套，環比下
跌超三成。有業界
人士也指，上個周
末南沙多個樓盤推
貨，有可能是網簽
數據滯後。但也有業界表示，儘管也看
好南沙樓市，但目前南沙樓市庫存高
企，更重要的是，目前南沙基礎設施還
有待完善，需要更多自住買家進入以增
加整體樓市的人氣。
在廣東自貿區正式掛牌後的第一個

周末，包括方興、萬達、富力、香江
控股等開發商均啟動認籌或加推新
品。26日，方興地產進入廣州的首個
項目正式對外發佈全新洋房產品。該
項目相關負責人介紹，金茂灣將於近
期推出 97 至 167 平米的高層海景洋
房，即日起正式啟動認籌，並推出3
萬抵10萬優惠。

開發商看好後市擬提價
25日，推出全新公寓及住宅產品的

香江國際金融中心和富力一樓盤分別開
盤，並傳出「日光」消息。南沙萬達廣
場則開放實景樣板區，為推新盤造勢。
同期，部分樓盤也傳出調升價格的信
息。統計顯示，目前南沙打自貿區概念

在售大型樓盤就有十幾個。據記者了
解，這些在售樓盤中，絕大部分都認為
自貿區利好落地將提振南沙樓市，未來
一段時間房價肯定會上漲。有項目負責
人甚至透露，目前已經接到集團的通
知，接下來肯定會漲價，但具體的漲幅
仍然有待最終確定。

業界憂庫存高企
中原地產項目部總經理黃韜指，自貿

區的政策利好仍然無法掩蓋南沙樓市仍
然面臨的問題，今年南沙的新增供應量
預計將達到1萬套，南沙最大的隱憂在
於目前區域的絕對庫存量依然高企。戴
德梁行策略發展顧問部聯席主管及董事
邵豐則認為，目前南沙區商務氛圍較
弱，基礎設施還處於建設完善階段，自
貿區商務集聚需1到2年緩衝期，商貿
服務成熟更需3到5年時間。如果後續
缺乏實質上的利好持續推動，無法吸引
自住型買家進入，如何消化巨大的庫存
將是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民銀行或將增
加今年抵押補充貸款工具（PSL）規模，同時允許更多銀行
獲得PSL，以支持棚戶區改造、地方政府置換債和「一帶一
路」建設等。此外，人行或將擴大再貸款工具使用範圍，允
許更多銀行獲得再貸款，並考慮將地方政府置換債等更多資
產列入允許抵押資產範圍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裘毅上海報道）證監會發警
示、國資委否認「兩桶油」合併聯手為股市降溫，
滬深兩市大幅震盪，部分獲利資金借機離場，三大
指數齊齊收跌。上證綜指全日收報4,476點，跌51點
或 1.13%；深證成指收報14,707點，跌102點或
0.69%；創業板收報2,688點，跌59點或2.17%。

市場憂政策打壓
周一有媒體報道「央企將進行大規模兼併重組，
數量或減至40家」，提振中石化、中石油領銜兩市
中字頭概念股集體暴漲，亦推動上證綜指大漲超
3%站上4,500點。但收市後，國資委在網站發布聲
明稱，有關消息未向國資委進行過採訪或核實。再
加上證監會昨日再發風險提示，引發市場政策打壓
的擔憂。

昨天滬綜指早盤曾上4,572點，再創7年來新高，
不過午後迅速走軟，最多跌2%，之後得銀行、保
險拉升，股指跌幅收窄，但仍跌超1%。創業板全
天下跌為主，收盤跌超 2%，拖累深成指跌近
0.7%。兩市合計成交 17,017 億元（人民幣，下
同），維持天量水平，其中滬市成交10,612億元，
創業板成交105億元。資金流向方面，滬市流入191
億元，深市流出275億元。

中字概念股強勢受挫
昨盤面板塊多數下跌。中字頭概念股強勢受挫，

龍頭股中石化、中石油均衝高回落，中石化收漲
1.29%，中石油收跌2.18%，不過仍有中國一重、
中國遠洋、中國電建、中國中冶個股漲停。教育傳
媒跌超5%，廣電網絡跌停，東方明珠、百視通跌

超9%。
市場仍憧憬中國版QE，銀行、保險護盤上漲。
銀行板塊最多漲超6%，隨後衝高回落，收盤漲近
3%，個股除招商銀行微跌，其餘集體上漲，南京銀
行、光大銀行一度衝擊漲停。
寧波海順分析師認為，兩市震盪加劇，再放巨量

成交，大量獲利盤的回吐，致使大盤上攻乏力，多
空分歧加大，操作難度日益增加。而廣州萬隆分析
師則指出，即使調整收陰，大盤強勢仍有能力延
續，無論是證監會的風險警示或國資委的闢謠，均
留有餘地，例如風險警示更多是投資者保護局層
面，並未嚴厲升級，且對比07年的提稅等打壓，仍
顯溫和；而國資委闢謠，也並未一口否認國企合併
傳言，只是說消息非「官方認證」，可見國企合併
仍有想像空間。

中國證監會雖護市心切，但最近亦頻密
警示風險，令投資者擔憂，若股市繼

續高熱，難保不會有狠招出台，以快速平抑
短期風險。中證監再度「發話」後，滬綜指
旋即跳水，滬綜指更重返4,500點以下，顯
示當前市場對政策走向的極度敏感。
根據中國結算最新公布的股民數據，上周

（4月20日至4月24日）兩市新增股票賬戶
數為413.86萬戶，按周增長26.02%，從
「300萬時代」挺進至「400萬時代」。其中
新增A股賬戶數413.03萬戶，新增B股賬戶
數8,268戶。上周滬深兩市參與交易的A股
賬戶數為4,338.08萬戶，按周增長8.05%。

兩市融資融劵餘額1.82萬億
有數據指，內地迄今已有1億股民，更有

極端者賣房賣車，鏖戰股市。總之，近來各
路資金蜂擁流入A股市場，即便證監會三令
五申控制槓桿，但兩融市場依然熱情洋溢。
據滬深證交所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本周

一，兩市融資融券餘額達到1.82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大關，僅滬市就突破了1.2萬
億元。與此同時，央行大手筆降準之後，貨
幣市場流動性持續趨鬆，雖然昨日央行在公
開市場零投放，但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
(Shibor)仍錄得全面回落。而充裕資金對A股
後市的提振作用，當不容小覷。
有鑒於此，證監會昨日於「投資者風險

提示與防範」新發布三條內容分別為「關
於新投資者激增、全民炒股風險的問
答」、「關於互聯網交易風險的問答」、
以及「投資者風險警示詞條」。
在回應全民炒股之說時，證監會指，投
資者踴躍入市說明大家對中國證券市場充
滿信心，希望通過投資股市分享改革創新
和經濟增長的成果，但不少新投資者只看
到炒股賺錢的可能，忽視了炒股賠錢的風
險，並再度提醒投資者，尊重市場、敬畏
市場，牢記股市有風險，量力而行，不要
被市場上「賣房炒股、借錢炒股」言論所

誤導，不要盲目跟風炒作。
證監會又羅列了包括「保障基本生活，

切勿冒險投資」、「股市存波動，配資有
風險」等11條風險警示詞條，旨在「澆
滅」股民狂熱。

提高防範意識免信息被竊
不少新投資者通過電腦、手機等渠道炒

股，中證監對此特別提醒，一旦交易信息
被洩露或竊取，投資者將可能遭受重大損
失，故互聯網交易需提高風險防範意識，
如在進行股票操作時，要安裝和使用正版
軟件，及時更新操作系統補丁程序，定期
檢查系統用戶，刪除非法用戶，設置保密
級別高的保護密碼並定期更換等。
在2013、14年兩年，證監會網頁「投資

者風險提示與防範」板塊未有任何更新。
而今年以來，更新頻率明顯提速，至今已
發佈了7條內容，2月26日當日亦曾更新過
4條，其對股市風險的顧慮可見一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根據中國黃金協會昨日公布數
據，內地首季黃金消費量按年增加1.1%，至326.68噸。期內
黃金產量亦升14.7%，至110.7噸。市場對金礦股後市表現樂
觀，龍頭股招金礦業（1818）股價昨升5.208%，收報5.05
元。靈寶黃金（3330）升4.12%，收報1.77元。國際資源
（1051）升17.9%，收報0.27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內地爆發全民炒股熱潮，賣房炒股蔚然成風。「一人一戶」放寬之

後，股民開戶數暴增。上周，滬深兩市開戶人數首度突破400萬戶大關，逼近整個3月份的開戶量，增速之猛令

人瞠目。面對瘋狂的股市，中證監再示警，在官方網頁的「投資者風險提示與防範」明言：「股市潮來潮往，投

資還須謹慎」，勸戒股民「保障基本生活，切勿冒險投資」，並列出11條「金句」，勸戒投資者理性投資。

傳人行擴大PSL規模範圍

首季黃金消費量增1.1%

南沙樓市成交跌三成

■穗首家百貨跨境電商體驗店主
打嬰幼產品。 資料圖片

■自貿區掛牌，部分南沙盤擬提價。 資料圖片

證監會股市風險警示11金句
1. 股市潮來潮往，投資還須謹慎。
2. 理性看待牛市，穩健價值投資。
3. 多一分謹慎，少一分風險；多一分

了解，少一分損失。
4. 牢記「買者自負」原則，理性管理

個人財富。
5. 保障基本生活，切勿冒險投資。
6. 做足功課再炒股，明明白白做股

東。
7. 股市存波動，配資有風險。
8. 「小道消息」不可信，「概念炒

作」危害大。
9. 抵制「暴利」誘惑，防範「非法證

券活動」。
10. 非法發行不可信，投資常理不可

違。
11. 自覺遠離非法證券活動，切實保

護自身利益。

■■「「一人一戶一人一戶」」放寬之後放寬之後，，股民開戶數暴增股民開戶數暴增。。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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