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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3連升 外資掃A股
滬股通連續兩日用逾70億 開車以來前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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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繼顯策略師李惠嫻昨分析，近日A股急挫，
很大原因為內地加緊打擊違規「場外孖展」，

令市場現斬倉潮，加上巨量新股上市，又臨近半年
結，市場流動性抽緊。但昨日A股顯著反彈，顯示
投資情緒已回穩，加上匯豐中國製造業指數
（PMI）顯示內地經濟正在企穩，都使A股從全日低
位倒升逾7%，使全日有2%的進賬。

港匯走強 港股料調整完成
她認為，A股後市回升的機會較大，有助推動港
股，由於恒指已升穿20天線，成交也見增加，港匯
也呈強勢，希臘債務談判情況轉趨樂觀等，相信港
股調整已近完結，可上望27,500點。
新鴻基尊尚資本管理投資策略部主管商紹豪昨亦
表示，近日A股調整，相信與當局收緊孖展及IPO
抽走市場資金有關，隨着中國經濟在第二季見底、
下半年回升，國企改革加快，以及散戶資金尋找出
路，預期A股仍會向好。

成交若配合 年底看32000
他料恒指年底目標仍為30,000點，在資金充裕的
情況下或高見32,000點、國指目標為15,400點、滬
指目標為5,450點、深證綜指為2,820點。另外，他
認為，現時內地孖展情況仍然健康，孖展債僅佔本

地居民存款約4%，而且孖展開戶速度已減慢，客戶
持倉能力亦偏強，孖展佔大市成交，已由去年底
19%，降至現時15.4%水平。
值得留意的是，A股巨震行情吸引外資通過「滬
港通」入場抄底。「滬股通」昨日單日130億元人民
幣的使用額度，剩餘59.34億元人民幣，即是使用了
70.66億元，使用額度為「滬港通」開通以來使用第
三多的交易日。上周五滬指大跌超6%，「滬股通」
單日額度使用了78億元，為「滬港通」開通第二多
的交易日。
對於美國息口走勢，商紹豪預計，美國將於10

月加息，根據歷史經驗，加息後股巿將進入3至5
個月的調整期，故估計明年上半年的股市會較困
難。不過，投資者仍可憑選股去抗衡有關壓力，

他看好下半年的板塊，包括內地中產階層消費
股、國企改革概念股，以及《中國製造2025》的
相關股份。

內銀內險亮麗 券商股回勇
國指昨日收報13,609點，升226點或1.7%。中資

金融股一洗頹氣，中行(3988)漲3.1%，工行(1398)升
2.8%，建行(0939)及農行(1288)升2%，交行(3328)升
1.9%，招行(3968)升4.8%。內險股平保(2318)及國壽
(2628)亦升逾2%，券商股銀河(6881)漲6%，海通國
際(0665)升4.5%。
部分受壓的焦點板塊亦見顯著反彈，中車(1766)重

上10天線，急升5.1%，中鐵(0390)升4%，中鐵建
(1186)升3.7%，中交建(1800)升3.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A股端午

節後復市，上演瘋狂過山車走勢，滬指早

段曾急挫逾4%，限制港股升勢，但下午

滬指大翻身，最終倒升2.2%，刺激港股最

多升326點，突破20天線。恒指全日收報

27,333點，升253點，連升三日，昨成交

增至1,373億元。A股昨日「V彈」，主要

因滬指從高位大幅下滑後，有買盤在低處

積極吸納，繼上周五「滬股通」單日額度

使用 78 億元人民幣後，昨日再使用了

70.66億元人民幣，為「滬港通」開通以

來第二及第三多，顯示外資連續兩日低撈

A股。

在經歷端午節前暴跌後，昨日A
股再現過山車行情。上午滬指雖
一度跌破4,300點，但午後便持續
震盪反彈，重回4,500點上，最終
收報4,576.49點，漲幅達2.19%。

而對於股民來說，近期股市的震盪顯然讓人「心
累」，即使多方聲音稱A股不會被「泡沫論」嚇
到，但小股民們顯然已失前幾月「瘋牛」氣勢。

學生哥總結教訓不能貪心
在此次牛市行情中，中學生、「銀髮族」等炒股

團體亦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不過，在震盪行情下，
由於經驗、心理等因素，該類群體似乎尤其受到影
響。剛剛高考完畢的杜同學向記者表示，由於自己

平時對於財經方面的信息非常感興趣，再加上希望
報考財經類大學，自己幾月前就開始接受股票信
息，並在高考結束後就加入了股市大軍。不過沒有
想到的是，幾月前還狂奔不止的大牛股，近期卻一
路震盪，甚至「狂瀉不已」。

杜同學稱，自己買入的股票幾乎都有一定的虧
損，而之前有的股票雖有漲幅，但因自己捨不得
賣，也全在端午節跌沒了。他認為，自己在股市中
算是得到教訓，不能貪心，「該出手時就出手」，
以後還是會投入少量資金入市，但並不像之前抱着
「賺錢」的想法，只為鍛煉。

而超過70歲的方先生則是「銀髮炒股族」的一
員。雖然在股市中也有獲利，但是方先生對於後市
的發展明顯「猶豫不決」。

銀髮炒股族 嘆賺錢不容易
他直言，在端午節前，自己盯着大盤只能「捶胸

搗足」，「年紀大了，心理承受能力不行，真的不
想炒股了。」不過，在家人的鼓勵下，方先生昨日
還是抄底買了幾隻股票，他笑言，「一日股民終生
股民」，還是想從股市獲利，但「確實底氣不
足」，即使牛市行情仍在，炒股賺錢絕不會那麼容
易了。

「賭徒們」受了傷 回復理性
另一位齊先生則表示，過去幾個月A股市場相當

於是專業投資人和一群「賭徒」在拚，但是現在，
「賭徒們」受了傷，回復理性的股民越來越多，對
於市場其實是好事。只要用心，股市還是可以拚一
拚。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A股巨震 震醒小股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A股
驚險刺激，過山車行情時時上演。端午節後首
日開市，滬綜指演繹300點「深V」大反轉，
早市跌近5%後，強勢拉升，收市居然還上漲
2.19%，全日震幅高達約7%；深成指、創業板
指漲幅亦超2%。反彈令股民歡呼雀躍，多數機
構則鼓勵入場搶籌。但也有分析師奉勸股民冷
靜行事，牛市熊股屢見不鮮，滬深三分之一的
個股，或已提前終結牛市行情。

一度大插水連失三關
滬深兩市早盤小幅低開，隨後10點過後，便

迎來快速插水，滬綜指1小時內被「連下三
城」，急跌 260點後，失守 4,500 點、4,400
點、4,300點，最低見4,264點，此時兩市哀鴻
遍野，有近400股跌停。所幸得金融、軍工股
護盤，臨近午盤，指數探底回升。截止至收
市，滬綜指報4,576點，漲98點，或2.19%；
深成指報16,046點，漲2.04%；創業板報3,394
點，漲2.38%。兩市總成交12,983.18億元人民
幣。
同花順的資金流向統計顯示，昨日非汽車交

運、銀行、機場航運板塊錄得資金流入，流入
額逾20億，成為做多股指的主要動力；而房地
產、電氣設備、有色板塊資金均大幅流出，流
出近80億，成為做空股指的主要動力。
昨日四大證券報齊發聲，力撐牛市未死，提

振了士氣。此外，隨着打新資金回歸，亦有助
於大市反攻。普遍觀點認為，昨日起巨額打新
資金將集中解凍，反彈勢頭有望延續。此外，
有多位投行人士透露，臨近6月底，IPO排隊
企業財務資料有效期將到期，需補交相關材
料。這意味着短期之內，IPO審核節奏有望放
緩，抽血效應亦將隨之減弱。

傳IPO審核放緩利好氣氛
分析人士表示，在A股連續低迷之際，IPO審核放緩，

無疑將對市場形成極大利好。國泰君安就指出，市場短期
內過快調整，形成了難得的投資機會，當前是繼續進入市
場的新買點。此外，有接近80%的機構投資者認為，約
10%的調整幅度，A股即迎來最好買點。在國泰君安看
來，這種普遍存在的牛市預期，也將驅動資金更快修復下
跌過程，時點將在未來幾天內出現，故當前應堅定看多，
擇時買入A股。
興業證券亦提到，當前貨幣寬鬆、國企改革有序推進等
驅動因素，並未發生變化，這一輪牛市行情有望延續三到
五年，在經歷一段時期調整後，行情仍會持續上漲。

柏瑞：A股短期料上落15%

人幣流動資金安排將覆蓋歐美股時段

10新股本周吸金逾13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新股旺場，再有
公司今日起加入招股戰團。綜合醫療服務供應商環
球醫療(2666)及從事加工水果產銷的天韻(6836)今日
起招股，集資額分別為35.66億元及4.2億元。本周
共有10隻新股在市場吸金，集資逾133億元。零售
投資者認購方面，繼續由蚊型新股萬景（2193）跑
出，錄得77.61億元認購，超額認購逾969倍，有望
成為今年新股「超購王」。

環球醫療天韻今起招股
環球醫療今日起至29日招股，擬發行4.23億股，
當中10%為公開放售，招股價介乎7.68至10元，每
手500股計，入場費約5,050.39元。股份將於7月8
日掛牌。公司首席執行官郭衛平昨表示，人行減息
有利公司融資，但由於部分合約與息口掛鈎，故整
體影響不大。市傳工行(1398)及建行(0939)將減持公
司股份，他回應指兩者是公司股東，一直有合作，

但未知他們將來會否減持。
同期招股的天韻將發行2.5億

股股份，每股招股價1.28元至
1.68元，集資最多4.2億元。每
手 2,000 股，入場費 3,393.86
元。今日起至下周一(29日)截止
認購，下月7日上市。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楊自遠表示，旗下品
牌「果小懶」產品反應理想，
計劃擴展網上商店，未來亦會
視乎業務發展研究新品牌。

萬景料登新股「超購王」
散戶認購新股方面，備受追

捧的萬景昨已截止孖展，將在
今日截止公開發售認購。萬景共錄得77.61億元孖展

認購，超額認購逾969倍，多過滴達(1470)的839.1
倍超購紀錄，勢成為今年新股「超購王」，市場估
計，萬景公開發售或有機會超購約1,500倍。
同是截止孖展的運動相機 GoPro 主要生產商天彩

(3882)共錄9.939億元孖展認購，相當於公開發售超
購逾13倍。昨日首日招股的國聯證券(1456)、魯証期
貨(1461)、彩客化學(1986)、新明中國(2699)認購反應
慢熱。相信是招股時期撞正半年結的跨月時間，銀
行遲「放水」導致孖展認購較慢熱。

亞美首掛潛水 每手蝕220元
此外，內地獨立煤層氣生產商亞美能源(2686)首日

掛牌潛水，不計手續費及佣金，每手1,000股蝕220
元。該股全日收報 2.78 元，較招股價 3元下跌
7.3%，高位2.8元，低位2.6元，成交1.06億股，涉
及金額2.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表示，將由7月20日
起延長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日間回購協議的運作
時間，以配合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於同日起
延長其運作時間。
根據新安排，人民幣日間回購協議的運作時間

會由現行的早上8時30分至晚上11時30分，改
為早上8時 30分至翌日（以公曆日計）上午5
時。
於每個運作日終結（即翌日上午5時）前仍未償

還的任何日間回購協議會自動轉為隔夜回購協
議，並須於下一個運作日下午2時前償還。
金管局去年11月起透過回購協議新增最多100

億元人民幣日間流動資金安排，以提高市場流動
性來應付離岸人民幣支付量增加以及滬港通推出
後的支付安排。
業內指出，由於新安排覆蓋歐股及美股交易時
段，相信有利吸引更多外資投資如人民幣期貨等
人民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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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柏瑞投資香港及大中華區
股票投資組合經理張誠均昨表示，最近內地股市波動，難
以估計何時見底，內地股市主要靠政策及流動性支持，近
期相關調整仍處於健康水平，就算跌至4,000點也是合理
的，預計A股短期內會有10%至15%上下波幅。

人行料減息半厘及降準
柏瑞昨發表以「全球經濟拾級而上」為題的2015年中期
投資展望，認為內地首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放緩
速度超過預期，促使政府推行更進取的貨幣寬鬆政策，以
應對經濟加速下滑。張誠均指內地的7%增長目標似乎難以
實現，預料人行有機會減息50點子，並下調銀行存款準備
金率。

H股估值低 可跑贏A股
目前AH股差價處3年高位，張誠均指由於H股估值及市

場波動性較低，而且有較高股本回報率及派息率，所以認
為H股有機會跑贏A股。他認為，下半年中資金融股、交
通運輸、工業、科網及國企改革概念等股份較吸引，可考
慮增持。相反內地能源、電訊、本地地產、本地公用、本
地消費和必需品類股份則相對較貴，建議減持。
該行新興市場固定收益聯席投資主管劉曙明表示，由於

人民幣並未完全開放，所以預計人民幣未能被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一籃子貨幣，但相信債市有
支持，看好高息債券，特別是內地房地產債券。
市場擔心希臘脫歐會對全球股市造成負面影響，他認為

銀行有充足準備，而且投資者早已了解相關風險。估計短
期內對新興市場股市造成震盪，但只是暫時波動，對香港
股市影響不大。

美或9月加息 幅度有限
由於美國經濟面逐漸正常化，柏瑞投資預期美國聯儲局

或會將息率調整至較中性水平，並有機會於9月加息，但
該行仍將息率目標預測下調至年底的0.75%及2016年年底
的1.5%，因對美國復甦能力存在疑問。

內地四大證券報
齊發社評力挺牛市

■上海證券報：槓桿牛悠着點

改革牛才更健康

■證券時報：資金牛歇歇腳

改革牛不停步

■中國證券報：穩增長政策不停歇

調整夯實慢牛走勢

■證券日報：A股不會被「泡沫論」

嚇倒

■A股過山車行情昨再上
演，股民關注呈「V」字
型的股指走勢。 中新社

■港股連升三
日，昨升253
點，成交增至
1,373 億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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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醫療首席執行官郭衛平稱，
人行減息有利公司融資。

■天韻主席楊自遠稱，計劃擴展網
上商店。 張偉民 攝

■張誠均(左)
稱，內地股市
最近調整仍處
於健康水平。
旁為劉曙明。

吳婉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