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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昨日尾市急挫，前日（周四）趁外圍股市造
好而入市博反彈的好友，不少人都走避不及。

恒指經周四急彈700多點後，昨早跟隨外圍再高開
586點至22,424點，可惜已為全日最高位，投資者趁
高位減持，大市升幅不斷收窄，收市前20分鐘更由
升轉跌。恒指收報 21,612 點，跌 226 點，成交
1,128.788億元。

港股外圍中段回升184點
全周計，恒指跌797點，連跌六周，為兩年最長跌

市。8月份至今，受內地及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影響，
港股大瀉3,024點，跌幅12.27%，為連續第4個月下
跌，由高位計累跌近7,000點或24.4%。
晚上外圍股市窄幅上落。截至今晨00：30，道指跌
34點，ADR港股比例指數回升184點，報21,796點。
港股9月夜期收21,585點，升49點，低水27點。

期指市場顯示下月將反彈
有期指交易商表示，從期指走勢及未平倉合約水平

預期，9月初大市反彈的機會甚高，因為淡友若預期
下個月股市反彈的機會大，一般會在期指結算日前幾
天打壓大市，並在下個月變身好友，以求在下個月反
彈時獲得更大幅度的利潤。相反，如果預期下個月會
繼續跌，投資者反會在結算日前將指數推高。
「國家隊」疑似再入市，A股延續升勢，滬指全
日大升4.8%，但國指仍要跌112點或1.1%，報9,750
點。本周計，國指累跌4.4%或445點。
除了期指淡友外，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

慶洪表示，恒指一連兩日累積了不少反彈幅度，投
資者遂趁高減持，大量獲利盤湧現，令大市由升轉
跌，反映投資者對後市無信心。對於昨日「滬股
通」出現淨流出，故他估計下周A股下跌的機會較
大，並指9月國指未平倉合約超過28萬張，預計大
市9月仍會維持大上大落的格局，恒指料於20,800至
22,800點波動。

油價急漲 油股升航空股挫
國際油價急升一成，中石化(0386)造好，全日升

2.8%，昆侖(0135)亦升3.2%，中海油(0883)盤中更曾
一度急升12.6%，但收市僅升0.2%，中段追入的投
資者皆「中伏」。上石化(0338)升近6%，中石化油
服(1033)及中海油服(2883)皆升近5%。不過，油價反
彈，航空股即捱沽，東航(0670)、國航(0753)及南航
(1055)，要跌約2%至5%。

內銀績差捱沽 汽車股回勇
內銀板塊業績差，股價受壓，工行(1398)、農行

(1288)上半年純利只微增0.6%及0.3%，為上市以來
最低的增長，大幅差過市場預期，兩股分別跌4%及
2.8%。半年純利只升1.1%的中行(3988)亦跌3.5%，
連帶建行(0939)亦被拖低3.8%，民行(1988)跌3.1%。
據報將在一年內推進混改制的交行(3328)，全日亦跌
4.7%報5.64元，為表現最差藍籌。
股價跌至低殘的聯想(0992)全日升6.7%，是表現

最佳藍籌。神華(1088)亦升2.9%，康師傅(0322)升
1.7%。長期落後的汽車股亦急漲，吉利(0175)全日升
15.9%，長汽(2333)升近一成，東風(0489)升6.8%。

港股連跌6周 兩年最長
結算日淡友反撲 大市高位倒插逾8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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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繼本月26日起
對期指採取系列嚴格監管措施、抑制市場過度投機後，中金
所昨再出台兩項措施，將期指合約日內開倉交易量超100手
認定異常，並再度上調期指各合約非套保持倉交易保證金。
中金所宣布，自8月31日起，對滬深300、上證50、中

證500股指期貨客戶在單個產品、單日開倉交易量超過100
手的，認定為「日內開倉交易量較大」的異常交易行為。
而在本周二，中金所剛剛將異常交易行為認定標準定為600
手。

嚴控異常交易 提升保證金
同期更改的還有期指各合約非套保持倉交易保證金。根

據新規，自8月31日結算時起，滬深300、上證50、中證
500股指期貨各合約非套保持倉的交易保證金全部調整為合
約價值的30%，此前約為20%。中金所強調，上述措施實
施後，中金所將繼續跟蹤評估措施實施效果，視情況採取
進一步措施，抑制市場過度投機，促進股指期貨市場平穩
健康運行。
昨日期指高開高走，尾盤大幅上揚。截至收市，中證500
期指IC1509、IC1510漲停；IC1512漲逾9%；上證50期指
IH1509漲逾4%；滬深300期指IF1509漲逾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中證監
新聞發言人張曉軍昨表示，中證監近日在京召開
會管單位紀檢監察工作座談會，中證監主席肖鋼
集體約談證券期貨交易所、各下屬公司、協會等
19家會管單位負責人，要求各會管單位要嚴守
底線。

要求各單位嚴格規範權力運行
張曉軍又說，近日中證監主席肖鋼集中約談了

19家會管單位的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要求各
會管單位要嚴格規範權力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
的籠子裡；時刻牢記紀律要求，堅守底線，不觸
碰紅線。肖鋼強調，規範權力運行，把權力關進
制度的籠子裡，做到程序規範，明確重點部門重
點崗位重點人員。
上交所黨委書記、理事長桂敏傑表示，交易所

自律監管任務重、自有和管理的資金量多、相關
工程資金量大、大額採購經常發生，員工對黨風
廉政建設面臨的壓力認識還不到位，交易所「反
圍獵」經驗也不是很豐富，下一步一定要以落實
「兩個責任」為切入點，全面提升交易所廉政風
險防控能力。

近向公安部移送22宗違法案件
另外，張曉軍表示，在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下，近期證監

會向公安部集中移送了22起涉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利
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及編造、傳播虛假信息、非法經營犯罪
的案件。今年以來，證監會正式啟動刑事移送程序的案件
總數已達48起。他稱，中證監和公安部執法合作是依法嚴
打證券期貨違法違規行為的重要舉措。並強調，證監會將
一如既往對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特別是對前期股市異常波
動期間的違法違規活動開展嚴厲打擊，充分依托與公安機
關建立的良好工作機制，有效發揮各自工作優勢，繼續加
大重大案件移送力度。

中金所再出新規嚴管期指

養老金料7千億買股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昨日期指結算日港股好淡爭持激

烈，恒指上下波幅達839點。在

淡友打壓及獲利盤湧現下，港股

昨日尾市升轉跌，收報 21,612

點，跌226點，但較高位大插812

點。全周計，大市跌797點，為

連續六周下跌，是兩年最長跌

市。晚上美股輕微回吐，至中段

跌34點，ADR港股比例指數則回

升184點，報21,796點；9月夜

期收報21,585點，升49點。

全球股市一周走資2286億創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股市近日劇烈波動，據美

銀美林數據，截至8月26日當周，投資者從全球
股票基金中撤出的資金高達295億美元（約2,286
億港元），創下紀錄高位，由此可知中國金融市
場及經濟所引發全球恐慌程度。
其中有190億美元在8月25日短短一天內完

成。當周撤資規模為2002年發布該系列數據以
來最多的一次，超過了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所
引發的任何一周的外逃規模。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重創
美銀美林昨在題為「不折不扣的風險俘虜」
(The Total Risk Surrender) 的報告中稱，8月25
日的資金外流規模，為2007年開始公開可比每日
資金流量數據以來第二高的資金外流水平。新興
市場股票基金嚴重受創。投資者淨撤出105億美
元，美銀美林稱外流規模為2008年1月來最大。
這與國際金融協會(IIF)的報告相符。IIF報告

顯示，新興市場資金外流規模為2013年中期
「削減量化寬鬆恐慌」(Taper Tantrum)以來最
大，當時美聯儲暗示可能開始升息，但隨後很
快放棄這一點。IIF報告指出，本月投資者從新
興市場股市淨撤資87億美元。
IIF稱，在8月24日(周一)，七個公佈每日資金
流動數據的新興市場國家，總計流出27億美元
資金，規模與2008年9月17日相仿，當時那周
恰逢雷曼兄弟破產。

歐股走資去年10月來最多
美銀美林表示，在發達市場，8月26日止當周

歐洲股市流出36億美元資金，為15周來第一次
流出，而且流出規模為去年10月來最大。
在固定收益市場，債券資金流出117億美元，
規模為2013年6月來最大。美銀美林表示，新
興市場債券基金亦錄得2013年6月來最大流出
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北京報
道）《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
法》出台4天後，國新辦新聞發佈會昨
確認將兩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
養老基金可投資於資本市場，同時強調
投資股票、證券投資基金等權益類產品
不超過淨值30%。業界分析約有7,000億
養老金能投入股市，但短期來看對提振
股市利好有限。

人社部：進入市場非為托市
對於媒體所關注的養老基金是否進入
股市，人社部副部長游鈞昨表示，「大
家所說基金進入市場是不是為了所謂的
托市或者救市，這都不是我們基金的功
能和責任。我們的職責就是保證基金的
安全、保值增值」。據介紹，全國社保
基金理事會過往為養老金受托機構，近

年來的投資收益也不錯，年均收益率達
到8.36%。
對於養老金能進入股市的資金量，光

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分析，養老基
金中實際能夠用作資本市場投資的規模
大概在2萬億元，其中最多有30%，即
大概7,000億能投入股市。

專家稱增量資金長期利股市
對此民生宏觀點評認為，長期來看增

量資金效應利好股市，養老基金作為長
期資金，配置期長，將有利於減少股市
波動，符合提高機構投資者佔比的資本
市場發展方向。
至於養老金入市時間表，申萬宏源證

券分析師王勝表示，養老金入市仍是長
期事件，社保理事會需要和各省逐一溝
通，也要耗費一定時間，短期內很難看

到「真金白銀」的增量資金，養老金是
長線投資的價值投資者，對當前市場的
價值投資者沒有吸引力。
王勝還注意到一個細節，《辦法》修

改後，對養老金的投資損失規定更為嚴
格，從之前的「管理費20%提出，作為
重大損失的準備金」變為「管理費20%
提出，作為損失的準備金」。這次修改
表明，養老金只要虧了錢，管理人就要
付出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傳證金
公司已向銀行再次申請同業拆借1.4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2萬億養老金可用於投資、人民幣匯
率上升等等，昨日市場頻傳利好，A股再現大反彈。
三大股指勁升，上證綜指漲4.82%，收復3,200點；
深成指與創業板亦分別飆升逾5%、6%。收市後，
中金所又針對期指出台兩大新規，對「空軍」監管

繼續升級。

傳證金公司大規模籌「彈藥」
本周早些時候有傳「國家隊」放棄救市的消息或
非實情。昨日尾盤，金融股暴漲，似有「國家隊」
刻意托市。昨日又有消息指，多位銀行人士透露，
證金公司已向銀行再次申請同業拆借，規模可能共

計1.4萬億元，期限在一年左右，這將是證金公司第
二次大規模籌集「彈藥」。
同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亦指，可納入投資運營
範圍的基本養老金總計約2萬多億元。此外，人民幣
兌美元中間價亦結束三連跌，上調99基點，創逾5個
月最大升幅。在多重利好刺激下，A股全日保持強
勢，滬深兩市分別成交4,746億元和4,250億元，較前
一交易日放大，市場人氣回升。不計算ST個股和未
股改股，兩市近600隻個股漲停，下跌個股則不足20
隻。上證綜指昨雖大漲4.82%，但全周計仍跌7.8%。

閱兵前維穩 滬指阻力位3373點
巨豐投顧認為，大市企穩回升與「國家隊」再次
托市、養老金入市、以及閱兵前維穩等利好助推有
關，但從技術角度來看，大盤於3,373點阻力較強，
在突破這一位置之前，建議重點關注跌破淨資產的
大盤藍籌股。中航證券也提到，連續兩天大漲，不
代表市場就此開始逼空上漲行情，不過熱點板塊短
期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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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鈞稱，
能用於投資
的資金量將
達到2萬億
元人民幣左
右。
網上圖片

■港股昨高開586點後掉頭，收跌
226 點，成交逾 1,128 億元。全周
計，恒指跌797點。 張偉民攝

■肖鋼近日約談各會管單位負責人，要求嚴守
底線。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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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利好提振 A股勁升約5%
■■市場頻傳利好市場頻傳利好，，AA股股
再現大反彈再現大反彈，，股民笑不股民笑不
攏嘴攏嘴。。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