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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裘毅上海報道）滬深兩市昨繼
續續上漲，主要股指連續第三天收漲，其中深證成指已
收復失地，盤中創出逾七年新高。收盤上證綜指報
4,401點，漲幅1.56%，成交7,935億元（人民幣，下
同）；深證成指報15,066點，漲幅0.81%，成交7,546
億元；創業板收報 3,250 點，創出歷史新高漲幅
3.29%。
昨天走勢依舊深強滬弱，由於銀行、保險、有色、煤

炭等權重走低，上證綜指一度轉跌，回踩20日線獲支
撐後震盪上揚，收盤收復10日線，站上4,400點。深成
指已收復本輪下跌的失地，全天圍繞周一收盤點位震

盪，盤中創出15,088點的逾七年新高。走勢更強的創業
板雖然盤中一度跳水轉跌，但午後大幅拉升再度大漲超
3%，再創3,250點的歷史新高。三天漲逾15%，超440
點。滬深兩市共成交15,481億元，較周一小幅增加。
盤面看，除保險微跌外，其餘板塊全部上漲，電力漲

近5%領漲，農林牧漁、計算機、商業連鎖漲超3%。核
電、航天軍工、互聯金融等概念漲幅居前。個股繼續漲
停潮，兩市233股漲停無跌停。
電力股漲近5%，核電概念集體大漲，上海電氣、湖

北能源、中國一重等漲停。計算機漲近4%，互聯網概
念繼續暴漲，京天利、騰信股份、樂視網等近30股漲

停。金融板塊總體表現不佳，券商低開後拉升，收盤漲
幅回落不足1.8%。銀行微漲，保險微跌。

券商料最快二季度末降準
高盛高華11日發布報告稱，上周A股市場的回調可

能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決策者對於11日降息對股市
潛在影響的擔憂。而政府樂於見到股市走強，預計政府
將推出更多放鬆舉措，估計下一主要貨幣政策舉措將是
降準，可能是在三季度、但也不完全排除二季度末之前
降準的可能。華訊財經分析師認為，創業板短線漲幅過
大，需警惕天量震盪。

滬A重上4400 創板攀新高

■股民高興地討論大漲的股指。 中新社

安永料減息對息差影響微

中金：人幣年底或可完全自由兌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中金昨日發布報

告認為，內地料將很快會推出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來提升人民幣的「可自由使用」程度，推動人民幣
加入SDR（特別提款權），由於今年的SDR評估
大概將於10月份舉行，相信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
（QDII2）計劃和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放寬市場
准入等，將很快得到實施，預計人民幣在今年年底
前將可被稱為完全可自由兌換。

10年後份額或將超過目前10倍
中金估計，在當前條件下，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

備中的潛在份額為3.7%，相當於2.7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大致相當於日圓或者英鎊的儲備地
位。雖然與美元相比，這一潛在份額並不算高，但
它所對應的體量也非微不足道，代表了對人民幣資
產相當規模的潛在購買量，以及對人民幣資產價格
的上漲壓力。以此推算，如果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

速保持在7%，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可
達19.2%，相當於23.4萬億元。
報告指出，當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達到目前

美國的水平時，人民幣的儲備貨幣地位可能與目前
歐元的地位相當。人民幣不會很快挑戰美元的主導
地位，但是從一個很低的起點，它完全有潛力實現
較高的國際化速度。如果人民幣佔「其他貨幣」國
際儲備份額（2014年為3.1%）的一半，基於其它儲
備貨幣的過往經驗，人民幣的份額有翻倍的潛力。
如果關於增長假設成立、潛力成為現實，10年後人
民幣的份額將是目前水平的10倍之多。
中金承認，目前內地存在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

在全部40項資本賬戶交易中，人民幣已經在35個
項目中實現了可兌換，但是已經放開的大部分資本
賬戶活動仍然受到配額限制，或者需要獲得批准。
因此，人民銀行有必要同外國央行簽署更多的雙邊
貨幣互換協議，以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

普衡料下半年併購交易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去年國內外買家紛
紛搶購新興科技、零售及醫療保健行業的資產，普
衡律師事務所昨表示，雖然今年初的併購交易放
緩，但下半年的增長將會迎頭趕上，而內地企業仍
然對透過IPO來港上市感興趣。
該所預計不僅內地對併購的需求將會激增，而且
企業持有人及投資者也希望減少他們手持的擁有
權。投資者同時亦利用撤資的方式獲得資金以進行
新的投資以及發展其業務。儘管合併或收購被認為
是資產持有人用以撤資的普遍方式，但隨着去年A
股市場的重開，亦為投資撤離提供了其他途徑。
普衡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合夥人韋嘉表示，看
到投資者對在香港及內地上市的強勁需求，由於企
業對利用在主要交易所上市，以提高其知名度、募
集新資金，以及為股東提供釋放其投資價值渠道的
需求強大，因此準備透過IPO上市的企業依然眾
多。而滬港通及深港通計劃也為準備在香港及內地
上市的企業提供了另一個有力的支持。

內地監管環境或令收購卻步
香港辦公室合夥人林慧文補充，預計今年國內外
的買家於內地的收購交易將繼續增加而且速度將會
加快，潛在買家於今年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將源自
內地監管環境的改變。在放寬外資持股規定的同
時，監管部門亦加強對交易的監控，可能令一些大
型交易的潛在買家卻步。
她預計，未來一年內地互聯網滲透率將持續上升，消
費者使用網購的比例增加，而電訊和互聯網、電子商
務、行動通信及社交媒體等科技行業將會進行整合。

滬光明良友聯合重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瑋燦上海報道）上海光明
食品集團與上海良友集團近日宣布聯合重組，這是
2006年以來上海國資系統涉及人員最多、涉及地域
最廣的一次重組，也是今年上海大型國有集團聯合
重組的「第一槍」。光明食品集團黨委書記、董事
長呂永傑昨天對媒體表示，此次聯合重組並非簡單
的資產疊加，而是產業功能的積聚和放大。
光明食品集團現時是一家集現代農業、食品製
造和食品分銷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產業集團。良
友集團則是上海最大的從事糧食經營的企業集
團。據統計，2010年以來，光明食品集團已成功
實施 7次海外併購，目前已在新西蘭、澳大利
亞、英國、法國、捷克、意大利和以色列等7個
國家設有企業。2014年，光明食品集團總銷售額
超過1,2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米業和油
業的銷售規模分別為60億元和20億元，而良友集
團的糧油業銷售總規模超過100億元。上海市國
資委有關負責人表示，經擇優比選，採用了良友
集團整建制劃入光明食品集團的方案。

最牛散戶 成中行第三大股東

十六家A股上市銀行的股東人數出現激增，特別是
散戶股民出現大規模回歸現象。據統計，從2014

年三季度末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上市銀行股東人數由
599.3萬人增至745.2萬人，增幅24.41%。其中，增幅
最高的是農業銀行，散戶激增177%；而最牛散戶則現
身中國銀行，不僅位列前五大股東，且持股市值逾20
億元（人民幣，下同）。市場分析認為，上市銀行在
國內經濟企穩以後估值有了明顯提升空間，此外上市
銀行股息率也十分誘人，這些都是使得散戶股民大規
模重返銀行股的原因。

兩中行散戶持股市值逾21億
中國銀行在季報中透露了兩位「超級牛散」的存

在。財報顯示，截至一季度兩位境內自然人股東周
滇、楊莉芳分別持股2.45億股和2.14億股，佔比分別

為0.08%和0.07%。特別是周滇已經成為中行第三大股
東，排名僅在中央匯金和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之
後。楊莉芳則是中行A股第五大股東。
中國銀行在財報中還特別提到，「本行未知上述普

通股股東之間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關係」。如按
照中國銀行昨日收盤價4.58元來計算，兩位散戶的持
股市值已經超過21億元。

16家公司十大股東中現散戶
除上述銀行股內湧現的超級散戶，今年隨着A股暴

漲，多家上市公司均湧現出不少風雲突起的明星散
戶，其中不少都身列前十大股東席位，頻頻擠走機構
席位，動則擁有超10億元的股票市值。

目前A股市值排名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16家公
司的十大流通股股東中出現了個人投資者。梳理發
現，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銀行、中國重工、中
國建築、中國鐵建、中國北車、中國交建、中國電
建、中國中冶的一季度十大流通股股東名單都出現了
自然人股東。其中不少中字頭公司都是首次出現自然
人投資者。
而那些超級牛散的市值也高的驚人，葛衛東持有平

安銀行股份 2.75 億股，佔平安銀行流通股比例的
2.79%，按昨日收盤價15.96元計算，其市值已經達
43.89億元；葛衛東還持有華誼兄弟409.19萬股，名列
流通股股東第九名。而樂視網的第二大流通股東章建
平持股1,274.94萬股，市值也逾20億元。

「炒股神器」：新聞聯播情緒指標
隨着A股日趨火爆，「炒股就是要跟

黨走」的觀念被愈來愈多人奉為真理，
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也因
此受到空前關注。有內地券商近期以編
制指數的嚴謹姿態，認真統計某些熱詞

在《新聞聯播》中的出現頻率，煞有介事地推出了一款
「新聞聯播情緒指標」，以此預測A股的走勢。據說預
測結果「奇準無比」，已經成為內地散戶和機構投資者
最新追捧的「炒股神器」。

據內地《金證券》報道，今年4月中旬，招商證券高
級分析師夏瀟陽推出了一款「新聞聯播情緒指標」，通
過該指標捕捉滬深300指數異動，以此尋找「新聞聯播
背後的資本秘密」。由於自覺效果不錯，從4月17日
起，夏瀟陽開始正式向機構投資者推薦「新聞聯播情緒
指標」，並且每天推送《新聞聯播》的主要內容和情緒

指標30均線的變化。
由於A股近期基本維持牛市格局，散戶的情緒穩定樂

觀，因此該「情緒指標」起初並未引起注意。但在5月
4日晚，夏瀟陽發現「情緒指標開始翻空」，並在當天
晚上8點多推送給了客戶。令人吃驚的是，5月5日A股
果真大跌，滬深 300 指數重挫 3.99%。此後的兩個晚
上，「新聞聯播情緒指標」都持續走低，夏瀟陽亦均維
持看空的預測，滬深300指數果然又連跌了兩日，三個
交易日總共大跌6.77%。

以某些熱詞出現頻率為基準
如此神準的表現，令內地散戶大呼神奇，該「情緒指

標」遂一炮而紅。據夏瀟陽介紹，編制這款指數的方
法，是以某些熱詞在《新聞聯播》中的出現頻率為基
準，並取30日均線進行加總平均計算而來。比如某日在

《新聞聯播》節目中，「新春走基層」，總計出現82
次，令情緒值達到67.38；「幹部」總計出現69次，情
緒值為63.41；「到群眾中去」、「改革」依次出現88
次、144次，情緒值分別為61.36、60.94。

據內地媒體統計，如果進行模擬跟蹤，從2012年9月
15 日開始，「新聞聯播情緒指標」30 日均線始終在
43-54之間波動，在大多數時候，當滬深300指數出現
多空拐點時，這一均線會提前有所反應。從2012年10
月27日開始，如果在多空信號發出後下個交易日開倉，
總計大賺5次，小賺4次，持平5次，小虧4次，大虧2
次（虧損5%以上即止損）。

然而本報記者發現，夏瀟陽前天晚上發布的情緒指標
聲稱，「新聞聯播情緒指標30日均線52.76，距離情緒
指標30日均線低點52.60的幅度只有0.16，尚未達到翻
多條件」。但A股昨日卻強勢上漲，滬指升穿4,400點

關口，滬深300指數也升了1.23%。
以此看來，無論什麼樣的「神器」，都只能作為參考

的標準，想在股市中賺到錢，還是應該增加對國情、政
策和基本面的了解，否則人人都可以成為股神了。

■記者涂若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人行半年
來第三次減息，前日起下調貸款及存款
基準利率各0.25厘。另邊廂，內銀一季
度淨利潤增速放緩，市場憂慮減息令息

差進一步受壓。不過，安永大中華區
金融服務首席合夥人陳凱判斷，人行
同時調高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至1.5
倍，令銀行議價空間增大，料減息對
淨息差影響甚微。
安永昨發布《中國上市銀行2014年

回顧及未來展望》報告，受不良貸款
增長、內銀加大撥備力度影響，21間
上市銀行去年淨利潤增長進一步放
緩，是近年首次未能超過10%。今年首
季，16間A股上市銀行淨利潤按年增長
3.25%，較去年同期放緩 8.59 個百分
點，部分大型銀行更僅增長1%至2%。

不良貸款成影響內銀盈利主因
相比之下，上述銀行撥備前盈利增長

錄得升幅，陳凱昨於記者會表示，數據
反映影響內銀盈利的主要因素來自不良
貸款，若不良貸款續增導致撥備上升，
會影響銀行整體盈利，不排除有內銀今
年盈利零增長。
該行大中華區金融服務銀行及資本市

場主管合夥人梁成傑亦認同，內地宏觀
經濟下行壓力大，產能過剩行業、製造
業及批發零售業必受影響，隨着更多逾
期貸款及關注類貸款變成不良貸款，內

銀不良貸款有機會持續增長。
報告顯示，首季末，內銀不良貸款率

較去年底增加0.11個百分點至1.33%，
是連續兩年上升，煤炭、採礦業等下游
行業不良貸款亦有增加趨勢。
該行預期，銀行業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營改增」）明年實施，鑑於銀行僅
剩數月時間準備，加上涉及系統調試，
及需與客戶重新訂約，料成撥備增加
外，內銀今年另一挑戰。因政策尚未推
出，未能估計對內銀實際盈利的影響。
該行仍看好內銀中長期發展，預計

「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及滬港通
等，為內地銀行業帶來增長機遇，惟認
為內銀應加快推進架構改革、電子銀行
及移動終端等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A

股每個瘋狂的時段必會造就一群明星散戶，近

日散戶大規模回歸上市銀行的現象就引發人們

對一些「超級牛散」的關注。據統計，短短半

年內16家上市銀行的股東人數增幅逾兩成，

特別是中國銀行（3988）A股更是誕生了2位

持股市值超2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自然

人股東。除銀行股以外，A股市值排名前50的

上市公司中，為數不少公司的十大流通股股東

中亦出現了個人投資者，更甚者在A股中的市

值已經接近50億元。

■安永看好內銀中長期發展。 張易攝

■最牛散戶現
身中國銀行，
不僅位列前五
大股東，且持
股市值逾20億
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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