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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5年10月8日（星期四）

昨日升幅顯著板塊
券商股

名稱 股號 昨收(元) 變幅(%)

耀才證券 1428 2.62 +12.45
海通證券 6837 13.46 +11.61
中信証券 6030 16.56 +10.84
海通國際 0665 4.42 +10.50
中國銀河 6881 6.38 +10.19

內銀股

工商銀行 1398 4.86 +4.97
招商銀行 3968 20.15 +4.73
中國銀行 3988 3.61 +4.64
光大銀行 6818 3.70 +4.52
建設銀行 0939 5.59 +4.49

油氣設備服務股

百勤油服 2178 0.85 +23.19
華油能源 1251 0.85 +21.43
巨濤海洋油服 3303 0.83 +18.57
中海油服 2883 9.49 +11.65
安東油服 3337 1.16 +11.54

石油石化股

中海油 0883 9.52 +13.74
中石油 0857 6.29 +9.20
昆侖能源 0135 6.41 +8.46
中石化 0386 5.47 +6.63
上海石化 0338 3.33 +6.05

內房股

遠洋地產 3377 5.02 +8.42
融創中國 1918 4.98 +7.79
綠城中國 3900 6.29 +6.43
保利置業 0119 2.42 +6.14
SOHO中國 0410 3.60 +5.88

A股ETF昨日表現
股份 昨收(元) 變幅(%)

南方中創業板(3147) 9.92 +5.08%
X標智滬深300(2827) 31.60 +4.81%
易方達中一百(3100) 37.10 +3.34%
X安碩A50中國(2823) 11.00 +2.80%
南方A50(2822) 12.30 +2.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上海報
道）A股今日復市，包括港股等海外市場
連日上升，內地分析認為A股有補漲條
件，普遍看好今日A股。有分析人士指，
上季全球股市表現不佳，內地多項經濟數
據表現疲弱，這或反促使更多利好政策
出台，加上內地配資清理進入尾聲、深港
通以及證券法修訂等受到關注，本季A股
否極泰來機會大，而10月A股迎來開門
紅更是大概率事件。而港股中的A股ETF
昨亦升逾2.5%。（見表）

超跌嚴重 本季將否極泰來
根據數據顯示，在過去十年中，A股

在10月有6次上漲，4次下跌。其中，
2010年10月漲幅達到最大為12.17%，

而2008年10月跌幅最甚達到24.63%。
在之前的9月收官戰中，滬指微漲0.48%
守住3,000點陣地，而在三季度滬指狂瀉
近三成的背景下，四季度或迎來反彈機
會。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師楊德龍對本

報表示，在第三季A股出現了大幅下
跌，「可以說很多個股嚴重超跌了」，
在四季度料會出現觸底回升的趨勢。而
在A股四連陰後，楊德龍認為10月開門
紅可能性較大，應該可收陽線，不過他
稱成交量仍將保持較低水平，走勢亦仍
會出現一定震盪。

從往績看 10月多為轉折月
獨立經濟學家宋清輝亦坦言，從A股
以往表現來看，十月份大多是轉折月，
節後A股見底反彈概率較大。隨着機構
投資者信心回升，預計十月份希望或多
過震盪，同時歷史數據表明，10月份股
指的漲跌與節後首日呈現明顯的正相
關。
內地「十一」長假期間，外圍市場表
現優異，亞太股市實現多連漲，港股昨

日更創下30日新高。楊德龍稱，外圍市
場的利好尤其港股大幅上漲，對於A股
是一個較大的促進。

政策利好料強力支撐後市
信達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陳嘉禾表

示，港股上漲導致AH股溢價指數持續
下跌，再加上A股之前一直處於弱勢震
盪，所以短期來說節後A股可以得到利
好提振「幾乎不用懷疑」。他強調，在
AH股溢價指數中主要以藍籌股為主，小
股票幾乎不被包括在內，這是市場經常
忽視的，而這意味着股指對比情況較現
AH股溢價反應更大，陳嘉禾認為，香港
市場機會其實更多。
另外，宋清輝還表示，在監管方面，

清理場外配資在10月份利空會出盡，市
場缺乏進一步做空的能量。而在貨幣政
策方面，9月份宏觀經濟數據不甚理想，
中國央行釋放流動性的概率升高，再度
降息降準仍值得期待，甚至降準或會有
一至兩次。綜合來看，政策性利好持續
發力有助於A股迎來修復性反彈，並對
A股形成有力支撐。

A股勢追漲

大行警告：金油小陽春難持續

花
旗
「
吹
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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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
由 5月至 9 月都報
跌，不經不覺已連
跌五個月，市盈率
跌至不足9倍，被市
場人士形容為全球
最低殘的主要市
場。踏入10月，港
股終於反彈，由9月
底至今已累升1,670
點或8%，若情況持
續，股民在10月有
望避免受災。花旗昨日亦加入唱好，該行
指全球牛市仍未完結，是時候再鼓起「勇
氣」入市，並籲增持中資股。

全球股市1年可升近20%
花旗的全球股市策略報告指，市場近
期擔心中國拖慢全球經濟增長，引發了
調整，該行經濟師已下調2016年全球實
際GDP 增長至 2.9%，並料今年實質
GDP增長為2.6%。該行策略員仍料，全
球企業明年每股盈利增長可達8%，認為
投資者目前是時候鼓起「勇氣」，料全
球股市至明年底的潛在回報可有近
20% ，只認為全球牛市正在老化
(ageing)，但並未完結。
該行指出，在全球區域投資上，看好
實行量寬的地區包括歐洲(除英國外)及日
本，認為此兩地區的每股盈利增長趨勢
合理、股市可受央行政策所支持。該行
給予美股標普500指數明年底目標2,200
點，相比9月底，潛在升幅約15%。另

外，花旗亦給予日本東證
指數(Topix)明年底目標
1,850點，同期潛在升幅
31%；給予MSCI亞太(除
日本外)明年底目標 610
點，同期潛在升幅三成。
花旗也給予新興市場總

體「中性」的評級，且喜
愛亞洲多於拉丁美洲、中
東歐、中東及非洲地區，
在各個市場中最看好內地
及台灣市場，均予「增
持」評級，但對香港市場

只予「中性」評級。該行亦看好平保
(2318)，指該股是花旗最看好的全球20
隻股份之一。

港股本季上升機會達80%
花旗環球個人銀行服務投資策略及研

究部主管張敏華表示，對港股第四季表
現並不悲觀，因過往港股在第四季，有
80%機會上升，加上現時多隻股份股息
率吸引，且AH股折讓料將收窄，預料國
指可升至12,500點。

美最快明年首季才加息
她指出，美國公佈的就業數據差過預

期，相信聯儲局今年內也不加息，最快
到明年首季才可望加息，但預計加息步
伐只會溫和，明年全年加息幅度料為
0.75厘。她預測，美國今年及明年經濟
增長為2%至3%，內地經濟增長則持續
放緩，料今年經濟增長6.8%，明年增長
6.3%。

■■張敏華認為張敏華認為，，港股第四季港股第四季
上升機會大上升機會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受美聯儲可能放緩加
息步伐及美元回軟等刺激，近期金油等
商品價格持續向上，油價本周一重回一
個月高位，金價亦升至逾一周最高水
平，昨日中資油股更出現報復性反彈，
中石油（0857）勁升 9.2%，中海油
（0883）狂飆13.7%，中石化（0386）
亦升6.6%。不過，高盛、摩根士丹利和
花旗等警告，當前的大宗商品的小陽春
將難以持續。

炒產量降 油價見1個月高位
油價在美國時間周二升至一個月最高

位，因市場揣測原油產量下降將緩解全
球供應過剩情況，美國能源信息局當天
發佈報告指，預計至2016年年中，美國
的原油產量將持續下降。其他報告也顯

示，油價下跌正令美國原
油廠商縮減產能。紐約原
油期貨大漲4.9%，收報每
桶48.53美元，創下8月31
日來最高結算價。倫敦市
場布倫特11月份交割原油

期貨合約漲2.67美元，或5.4%，收報每
桶51.92美元，為8月31日來最高。

美數據遜預期 金價連升多日
另外，受美國就業數據不及預期和美

元下跌等因素影響，紐約金價美國時間
周二連續第三個交易日上升。紐約商品
交易所黃金期貨市場交投最活躍的12月
黃金期價當天比前一交易日上漲8.8美
元，每盎司收報 1,146.4 美元，升幅
0.77%。
市場分析師認為，紐約金價持續受不

及預期的美國9月就業數據和非製造業
指數等影響而上升。此外，周二美元對
其他主要貨幣匯率下跌也幫助以美元計
價的黃金期貨擴大上漲幅度。當日美國
商務部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8月貿易

赤字擴大至483億美元。一些市場分析
師認為這一數據使投資者擔憂美國經
濟，也利好金價。

全球經濟增長乏力 難撐後市
雖然大宗商品價格已經深陷二三十年

來最嚴重的跌勢之中，高盛、摩根士丹
利和花旗仍向看好大宗商品的投資者發
出警告，認為當前的大宗商品小陽春難
以持續。高盛預計，由於供應過剩，原
油和銅價不太可能反彈；摩根士丹利預
期，大宗商品生產國貨幣的走軟可能促
使生產商不顧當下的熊市狀況而提高以
美元計價的原物料的產量。花旗集團表
示，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難以找到多數
大宗商品價格已經觸底的證據。
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漲至8月31日來新

高，但投資者已開始離場。政府數據顯
示，原物料的未平倉合約9月份連續第
四個月下滑，為2008年以來的最長連降
時間。彭博匯總的數據顯示，跟蹤金
屬、能源和農產品的美國交易所交易產
品(ETP)當月遭遇淨撤資4.67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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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股今日復市股今日復市，，料現料現
補漲行情補漲行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憧憬A股復市勁彈 恒指偷步炒上 成交破千億

6日飆二千點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 周

紹基) 憧憬A股國慶

長假後復市大力追落

後，港股昨偷步炒上，恒指

大升684點或3.1%，重上二萬

二，成交突破1,000億元，低殘中

資資源股大翻身，中海油（0883）狂飆

13.7%。晚上歐美股市造好，但至昨晚中

段 ， 外 圍 港 股 回

軟，截至今晨 00：

30，ADR港股指數

報 22,427 點，跌 88

點 ； 夜 期 收 報

22,401 點，跌 72 點

低水114點。分析員

指，由 9 月 29 日的

20,368 點低位計，港

股在短短 6 個交易日

已 大 升 2,147 點 ， A

股復市對短期後市影

響關鍵，或先在現水

平整固。

港股重上2250022500

10月開門紅機高

■■港股昨大升港股昨大升684684點點，，大市連創業板大市連創業板
成交急升至成交急升至11,,093093億元億元。。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恒指昨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報22,515點，一
舉升穿50天平均線(22,506點)。踏入10月

份，港股已經大升1,669點，若計及9月29日的近
期盤中低位20,368點，港股在6日內的累積升幅
達到2,147點或10.5%。昨天大升市中，以資源
股、中資金融股及油服股表現最佳，帶動成交額
顯著升約四成至1,093億元，是9月9日以來，再
次重上逾千億元成交水平。
國指跑贏恒指，收報10,394點，升463點或
4.7%，令全日共79隻熊證被強制收回。金利豐證
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表示，港股在大約一周
前，在跌至約20,300點時，已出現見底訊號，踏
入10月港股造好，他相信主要是市場憧憬A股假
期後，將會做好所致。由於港股已偷步炒上，若
今日A股復市走勢不如預期，勢將拖累港股。

短期累升巨 料整固再上
黃德几認為，現時人民幣見回穩，港元同時也
維持強勢，兩者有助於股市正面發展，他料後市
會在22,500點左右整固，待中央再有好消息公佈
便會再升。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管張敏
華亦認為，港股被外圍經濟因素拖累，不過市場
信心較大，對第四季的表現並不悲觀，因為過去
第四季上升機會達80%。不過，耀才證券市務總
監郭思治則仍擔心，雖然港股稍有回暖勢頭，應
不會大幅下跌，但可能會進入整固階段。

醜股大翻身 油炭股勁升
長期低殘的資源股造好，主要因石油輸出國組
織(OPEC)預計石油業投資大減，未來供應可能減
少，油價或會回升。國際油價反彈，利好石油股
表現，三大油股領漲大市，中海油爆升13.7%，
中石油(0857)升9.2%，中石化(0386)升6.6%，昆
侖(0135)亦升8.5%。
煤炭股跟隨石油股造好，神華(1088)升9.3%，
中煤(1898)升11.5%，兗煤(1171)升7%。此外，油
服股也有支持，主要是市場憧憬三大油企或單獨
成立石油管網總公司可能性，中石化油服(1033)升
7.1%，巨濤油服(3303)顯著上升18.6，百勤油服
(2178)更爆升23.2%。

內銀及券商股重振雄風
另外，中資金融股造好，尤其內銀股臨尾升幅
擴大，例如中行(3988)升 4.6%，工行(1398)升
5%，建行(0939)則升4.5%。被花旗唱好的平保
(2318)升3.8%。
券商股也因為大市氣氛回暖而普遍向上，匯豐證
券重申銀河(6881)、廣發(1776)及海通證券(6837)的
「買入」評級，銀河升10.2%，廣發升5.5%。海
通孖寶升勢顯著，海通證券升11.6%，海通國際
(0665)升10.5%。被匯豐降評級至「持有」的中信
証券(6030)仍升10.8%，此外，中州(1375)、西證國
際(0812)、第一上海(0227)、申萬宏源(0218)及國泰
君安(1788)的升幅介乎5%至10%。
汽車股繼續向上衝，長汽(2333)突飆近15%，
比亞迪(1211)與北汽(1958)、華晨(1114)也有3%至
9%升幅。個別股份方面，嘉能可(0805)在公告中
披露最新財務情況後，股價有明顯支持，全日漲
9.8%，報14.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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