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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中國中
鐵二院工程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
中鐵二院）早前中標俄羅斯高鐵項目
設計，內地媒體報道，待勘測工作和
設計報告完成後，中鐵（0390）下一
步將力爭高鐵基建項目合同，中國北
車（6199）則謀求動車組製造訂單。
《財新網》引述中鐵相關人士報
道，中鐵二院與俄羅斯下新城地鐵規
劃設計公司組成聯合體，中標俄羅斯

高鐵（莫斯科—喀山）項目，全長
770公里，包括莫斯科、拉迪米爾、
諾夫哥羅德、切博克薩雷和喀山等15
站，建成後莫斯科到喀山總運行時間
為3.5個小時。
報道引述中鐵總公司人士稱，目前

在中國鐵路總公司的牽頭協調下，中
鐵和北車已組成俄羅斯高鐵項目聯合
工作組，全力為俄羅斯高鐵項目下一
步工作做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滬綜指4月錄
得2015年最大月漲幅，但虎頭蛇尾之勢，為市場平添陰
霾。再加上5月在A股歷史上頗具「傳奇」色彩，因突如
其來的政策變動引發的「5.19」、「5.30」，均曾發生於
本月。近期股指急漲原本就令監管風險升溫，此番邁入
敏感月份，投資者更多了幾分忌憚。而機構對5月走勢的

預測，也是大異其趣，但短期風險被普遍看多。

漲幅兇猛致監管風暴升級
4月A股表現搶眼，滬綜指全月上漲18.51%。但其中
高達60%的漲幅，均由前兩周貢獻。中證監雖有心造
市，但慢牛、長牛意圖強烈，故4月初兇猛的漲幅，直
接導致監管風暴升級。期間，中證監叫停「傘形信
託」、擴大融券標的、提速IPO，並三令五申警示風
險，「槓桿市」迅速降溫。4月中下旬起，A股主板走
勢反覆，表現已不如從前。
業內普遍認為，牛市行情暫時不會終結，但短期風

險、特別是監管風險則被看多。廣發証券提到，即便中
證監希望獲得慢牛走勢，但市場未必如其所願，若快速

上行迎來監管打壓，屆時槓桿資金行為短期化、以及助
漲助跌的特性，將會給大市造成劇烈震盪，向上向下波
動的範圍，都可能超出預期。

分析師料風險點在5月中下旬
興業證券分析師張憶東更是進一步預測，「瘋牛」行

情風險點可能在5月中下旬，大市可能將出現8%、10%
甚至更大幅度的震盪。他指，站在管理層的立場，自然
期待這輪牛市為慢牛、長牛，時間越長越好，直到經濟
「新引擎」在資本市場的培育下成功出現，因此在此過
程中，一定會調整行情節奏，抑制過度投機。
值得注意的是，5月在A股歷史上具有「傳奇」色

彩。1999年5月上旬，高層就股市發展問題提出了8點

意見，政策扶持市場的力度前所未見。5月19日，著名
的「5．19」行情啟動。當日，滬深證券市場分別上漲
50點、127點，漲幅均逾4%。此後30個交易日內，股
指上漲近70%，並帶動A股走出綿延2年的大牛市。另
一個極端則是「5·30」暴跌。2007年5月30日，財政
部突然宣佈上調印花稅，此舉直接導致A股在短短一周
內，自4,300點一路狂洩至3,400點，史稱「5．30」事
件。前車之鑒歷歷在目，進入5月，投資者對政策的敏
感度，自然大幅提升。
當然，牛市中永遠不乏樂觀論調。巨豐投顧就指出，
市場已經達成共識，4,000點為牛市新起點，股指上漲空
間將繼續拓展，絕對不是4,500點可以阻擋，預計節後整
固4,500點後，A股將迎來新的升勢，即便震盪難免。

A股入「傳奇」5月 業界料繼續慢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受國家「3．30」地產新政的刺激，
4月購房者紛紛入市， 據深圳市規劃國
土委統計數據顯示，4月深圳二手住宅成
交套數為10,450套，為近兩年首次「破
萬」，環比漲幅 48.9%，同比大漲
73.4%。

受新政刺激 按年漲七成
中原地產成交數據顯示，4月二手住宅

成交均價33,711元（人民幣，下同）/方
米，再創新高。美聯物業和安居客的統
計數據顯示，在政策的影響下，深圳二
手住宅的日均成交量步步走高，從月初
的350至400套，漲至月末的550至600
套的水平，最終導致4月成交套數突破萬

套大關。
據深圳中原研究中心調查，目前深圳

樓市成交已回暖。尤其是二手房交易，
有些熱門房源甚至出現一天多次反價的
現象，二手房平均價格從2014年9月的
30,233元/方米一路攀升，現已突破3.3
萬元/方米。中原地產成交數據顯示，在
用於編制指數的188個樣本樓盤中，成交
的樣本有173個，較3月增加29個。其
中，69%的樓盤價格出現上漲，且40%
的樓盤漲幅集中在5%至10%之間，比3
月的佔比下降過一成；漲幅在0至5%之
間的樓盤佔22%；而漲幅在10%以上的
樓盤佔8%。4月價格下跌的樣本樓盤僅
有53個，較3月增加一倍，仍以在5%以
內的小幅調整為主。

深圳4月二手樓成交破萬

中鐵夥北車爭俄動車訂單

過去17個「五窮月」「5升12跌」
年份 4月收報 5月收報(點) 按月變幅(%)

(點)
1998 10383 8934 -13.95
1999 13333 12147 -8.89
2000 15519 14713 -5.19
2001 13386 13174 -1.58
2002 11497 11301 -1.70
2003 8717 9487 +8.83
2004 11942 12198 +2.14
2005 13908 13867 -0.29
2006 16661 15857 -4.83
2007 20318 20634 +1.56
2008 25755 24533 -4.74
2009 15520 18171 +17.08
2010 21108 19765 -6.36
2011 23720 23684 -0.15
2012 21094 18629 -11.69
2013 22737 22392 -1.52
2014 22133 23081 +4.2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2015米蘭世博會萬科館日前舉行揭幕儀式，萬
科 集 團 在 此 發 布 了 新 一 代 企 業 標 識
（LOGO），對原有標識系統做了大幅更新，
順應向城市配套服務商的轉型，凸顯企業的國
際化方向和貼近客戶的理念。
中國駐意大利大使李瑞宇、駐米蘭總領事王

冬、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王石、總裁郁亮出席
了萬科館揭幕和新標發布儀式。郁亮在萬科換
標儀式上說，新標對前一代的圖形做了精簡，
是為了更好地配合公司向城市配套服務商轉型

的需要。沒有成功的企業，只有時代的企業。
在「互聯網+」時代，和城市共同發展是萬科
始終堅持的重要戰略，未來的萬科，不光要繼
續鞏固傳統住宅業務，還要不斷完善社區服務
平台，密切關注新的細分市場機會，緊跟城市
演進的步伐，在消費地產和產業地產領域拓寬
視野，培育和提升新業務能力，為企業成長持
續注入動力。

體現公司國際化方向
新標與國際主流設計接軌，體現了公司國際

化、充分利用全球資源的發展方
向。自2013年開始，萬科進入美
國、香港、新加坡等市場，一方
面開展實際業務；另一方面，學
習借鑒海外優秀同行的經驗。萬
科選擇在米蘭世博會這一場合發
布新標，是公司國際化最好的註

腳。新標的線條字體清新柔和，表明萬科將以
更細緻、更謙卑的姿態貼近客戶。
為迎接行業白銀時代的挑戰，抓住「互聯

網+」的機遇，萬科從組織變革入手，在2014
年建立了事業合夥人機制，這一機制最初包括
持股計劃和項目跟投兩個方面。萬科骨幹團隊
跟隨股東成為公司的投資者，做到共創、共
擔、共享。共擔是事業合夥人與職業經理人最
大的區別，也是萬科未來發展的組織機制保
障。

萬科新LOGO凸顯轉型

■■萬科在意大利米蘭發布新一代企業標識萬科在意大利米蘭發布新一代企業標識，，意意
在向城市配套服務商轉型在向城市配套服務商轉型。。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企業招聘員工時優
先錄用樣靚身材正的美女，亦是人之常
情，但公然在招聘啟事中「以貌取人」的
確相當罕見。阿里巴巴集團官方網站上周
發布的一則「程序員鼓勵師」招聘啟事，
對員工的基本要求竟是「顏值有辨識
度」，且毫不諱言地將日本AV女星蒼井
空，和韓流女星宋慧喬，作為「辨識度」
的參考標準，令人跌破眼鏡。

啟事風格「雷人」內含曖昧暗示
該招聘啟事的風格相當「雷人」，字裡

行間不乏曖昧的暗示。雖然沒有注明需要
招聘的是女性還是男性，但卻公然聲稱
「你的顏值需要對程序員有足夠的震撼
力……你可以是如蒼老師般德藝雙馨，胸
懷天下，進可欺身壓海棠，退可提臀迎蛟
龍；你可以是如宋慧喬般大家閨秀，天生
麗質，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素顏傳說更讓
無數程序員追捧不已」。

以此看來，這份工想要吸納的似乎是女
性員工。但該啟事接下來卻話鋒一轉，又
聲明「你也可以是個有着外星人顏值，作
風天馬行空，言語中自成一派威嚴，激勵
團隊有如駕馭獨孤九劍般的老頭」。下方
還附有一張配圖，赫然是阿里巴巴創始
人、億萬富豪馬雲的照片。

該招聘啟事堪稱「天雷滾滾」，上周刊
登後被瘋狂轉發，眾多網友紛紛批評啟事
太過離譜，不僅有炒作之嫌，而且涉嫌容
貌歧視，有人更諷刺稱「看來漂亮確實可
以當飯吃」。或許是迫於輿論壓力，阿里
巴巴集團很快將該招聘啟事「下架」。

強調以幽默吸睛 絕無歧視之意
但事件已經引起廣泛關注。據彭博報道，一位名

為Li Weiyuan的26歲男性程序員表示，這則廣告不
僅歧視了女性，而且也對程序員構成了傷害。阿里
巴巴在給彭博的電郵回覆中強調，廣告的初衷是用
幽默化的方式吸引人才，對於廣告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感到抱歉，阿里巴巴對所有求職者提供平等的機
會。

平心而論，程序員是一份相當枯燥的職業，阿里巴
巴特意為此招聘女性員工，從精神上鼓勵程序員努力
工作，本身無疑是一件好事。希望以別出心裁的創意
吸引人才，出發點也不壞。但阿里巴巴作為一家全球
知名的大企業，在企業文化上還是應該
更加慎言慎行，如果不能掌握好尺度，

只 會 淪 為 嘩 眾 取 寵 的 笑 柄 。
■記者涂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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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入態勢未改 大市料穩中向好
港股「五窮月」望破魔咒

今日是港股踏入五月份第一個交易日，港股傳統智
慧有「五窮六絕七翻身」之說，翻查過去17年的

紀錄，港股在「五窮月」的表現是「5升12跌」；加
上恒指上周四跌逾200點，不少散戶對「五窮六絕」的
魔咒仍有陰影。不過，有分析認為，恒指在本月初會
迎來好淡爭持的激烈局面，尤其是在28,000點關口，
或會形成多次拉鋸戰。但綜合整個5月份計，好友將會
明顯佔據上風。

歐美資金積極尋出路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
笑言，「五窮六絕」並非絕對靈驗的規律，「否則世上
就沒有炒燶股票的窮人了」。他稱，上個月有大量資金
流入港股，這一形勢目前未有改變，相信資金流入的趨
勢仍將延續，五月份港股整體走勢穩中向好。對於今日

港股表現，他亦持正面看法，估計有望高開。
至於刺激資金流入的原因，葉尚志認為，主要是因

為相較於A股和歐美股市，港股目前的表現仍相對落
後，估值有較強吸引力。此前由於全球陷入貨幣戰，
歐洲央行「放水」產生的大量資金因顧慮匯率風險，
不敢流向其他市場，但現時歐元貶值趨勢已緩解，貨
幣戰也告一段落，來自歐美的資金開始積極尋找出
路，港股無疑是首選地之一。另外，內地不斷推出的
政策也促使資金更快流入港股，他認為形勢總體有利
於港股。

內地擴張政策撐經濟
而上周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在北

京發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為50.1，高於50.0這一彭博新聞社調查所得的經濟學

家預估中值。讀數高於50意味擴張，民族證券駐北
京經濟學家朱啟兵表示，這的確是經濟企穩的信號。
他稱，他所跟蹤的電力消費和工業產品價格顯示4月下
旬有所提速。
總理李克強3月份表示，如果就業面臨風險，中國將

推出更多支持經濟增長的舉措。國務院上個月宣布了
針對部分企業的更多減免稅和補貼政策，以支持創造
就業。除了降息和降準以外，央行還考慮動用包括抵
押補充貸款工具（PSL）等非常規政策在內的工具箱。
朱啟兵認為，與再次降準相比，近期的下一個貨幣政
策動向更可能是降息；PSL等定向措施的可能性甚至
比降息更高。

美股破萬八有利港股
美國三大股指上周五齊齊上漲逾1%，其中道指升穿

18,000點關口，報18,024點大升183點。港股上周五勞
動節休市，ADR則繼續交易，大部分港股ADR造好，
惟匯控（0005）和騰訊（0700）ADR跌幅較大，分別
相當於帶動大市下跌24.82點和40.02點，拖累上周五
ADR 比例指數微跌 15 點。表現最佳的是中移動
（0941）和友邦保險（1299），分別帶動大市升18.01
點和15.62點。中石化（0386）和中海油（0883）也帶
動大市升7.32點和6.63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港股今起進入
「五窮月」，雖然統計過去 17 年的「五窮
月」，錄得「5升 12跌」，但分析員普遍認

為，由於近期內地A股和歐美股市都表現不俗，外圍氣氛本身已利好股市，上周五新公布的4
月份內地官方製造業指數（PMI）好過市場預期，加上資金流入港股的趨勢未有改變，相信
今年的五月港股有望打破「五窮六絕」的魔咒，五月份大市將會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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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員普遍認為分析員普遍認為，，由於近期內地由於近期內地AA股和歐美股股和歐美股
市都表現不俗市都表現不俗，，外圍氣氛本身已利好股市外圍氣氛本身已利好股市。。圖為圖為
香港交易廣場香港交易廣場。。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期股指急漲令監管風險升溫近期股指急漲令監管風險升溫，，此番邁入敏感月此番邁入敏感月
份份，，投資者更多了幾分忌憚投資者更多了幾分忌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