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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京港兩地註冊會計師行業交流研討
會」昨天在港舉行，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出席活動時表
示，中國內地經濟今年估計無法「保7」，但也不會差很多，料最終增長
為6.8%-6.9%左右。他相信，內地經濟放慢已成定局，料「十三五」期間

的經濟增長目標僅為6.5%，因為「要實現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的
目標，6.5％已經足夠了」。

外需疲弱是經濟放慢一大原因
謝國樑指出，內地經濟放慢的一大原因是外需疲弱，出口對經濟的貢獻

不斷下降。據他統計，2002-2006年，內地出口年均升幅29.5%，外需拉動
GDP4.3個百分點；2007-2011年出口升幅14.5%，外需拉動力大減七成；
2012-2014出口增速再減至6.8%，拉動力再減一半；而今年1-8月出口已
經負增長，拉動作用為負數。
謝國樑認為，歐美的新常態是經濟最多增長2%，又笑稱，美聯儲主席

耶倫最近的幾次演講，「問她加不加息，她講到暈倒都講不清楚。我就看
準她不敢加息」。美國目前欠債達到20萬億美元，「加息的好處在哪裡你
看不見，但壞處是財政負擔要大大增加」。他斷言，西方只會愈來愈窮，
歐洲更是選票政治和福利國家，因此對內地而言，靠外需拉動出口沒希
望。另外，即使歐美經濟復甦，大量訂單也已轉到東南亞國家，當地月薪
折合人民幣僅為1,000多元，內地過去的競爭優勢已經不再。

談及「一帶一路」政策時，謝國樑表示，這是中國在新時代環境下推動
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長遠戰略，具有多方面的深遠影響：短中期可促進
與歐亞大陸經貿往來，幫助刺激亞太周邊國家內需，增強中國的貿易及產
能容量。中長期打通西部地區通往歐亞大陸通道及印度洋口岸，建立穩定
的能源供應體系，維護海運安全。如果以年均10%的增長率計算，至2020
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貨物貿易額將達2萬億美元。

須繼續開放倒逼改革
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也在同一場合表示，內地現在的形勢是半城市

化、相對工業化、服務業相對落後，收入非常不平均。從供應鏈角度看，
還有非常大的潛力，從資源到人力到資本，條件都比30年前好，但從需求
面而言，有錢人過去一段時間將需求扭曲了，導致市場對奢侈品、高檔房
的需求高，加劇了供需不平衡。他認為，要解決內地的諸多問題，必須繼
續開放。金融海嘯後，很多國家是「關起門來改革」，包括英國，對外比
較封閉，盡量減小受到全球金融動盪的影響。「中國應該反過來，繼續開
放倒逼改革」。

中銀：內地經濟放慢已成定局

盈利能力創新低 A股量價齊縮
觀望氣氛濃 二孩股回調

滬股通11日資金流出近百億

■■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
究主管謝國樑究主管謝國樑。。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中
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表
示，部分市場人士對中國太過悲觀，房地
產銷售復甦以及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應會
開始促進經濟成長。
眼下，中國經濟正沿着25年來最低增

速的軌跡運行，內地股市之前蒸發5萬億
美元市值的暴跌行情動搖了投資者信心。
馬駿認為，對中國經濟有利的因素包括國
內房地產銷售復甦、一直致力於穩定經濟
的宏觀政策，以及全球成長回升。
馬駿認為，部分市場人士對中國經濟前

景過於悲觀。他指出，部分原因是他們沒
有意識到那些將為成長前景企穩作出貢獻
的小量利好因素。
中央政府通過過去一年六次降息、增加

基建投資、其他一系列寬鬆政策，設法緩
和經濟減速帶來的衝擊。與此同時，因住
宅建設和製造業疲軟的抑制作用，消費保
持活力、服務業支出大幅成長，卻未能遏
制經濟成長下滑。

貨幣寬鬆政策顯現影響需9個月
馬駿表示，人民銀行一直在降息，並向

經濟提供更多財政支持，但對實體經濟的
影響需要過段時間才會顯現。數個季度後
才會出現的滯後效應也將促進成長。並表
示，央行的技術分析顯示，貨幣寬鬆政策
對實體經濟影響完全顯現需要約9個月的
時間。
他還指出，展望全球經濟，中國出口產
品需求明年應能回升。他引述了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預測 2016 年全球經濟成長
3.6%、高於今年預測成長3.1%的數據。
如果情況屬實，將預示着中國出口需求強
勁。馬駿希望看到全球經濟能夠復甦，至
少可以溫和成長。

富力上月銷售額按年升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富力地產

（2777）昨公佈，10月份合約銷售總金額約為54.3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月升 17%，按年升
10%；而合約銷售總面積約為34.8萬平方米，按月
跌22%，按年降8%。累計今年首10個月，總合約
銷售金額約392.8億元，按年跌13.7%；合約銷售總
面積約317.5萬平方米，跌4.6%。 公司股價昨天收
報8.19港元，升6.4%。
萬科企業(2202)昨日宣佈， 10月份實現銷售面積
187.4 萬平方米，銷售金額236.5億元。今年1月至
10月公司累計實現銷售面積1,627.3萬平方米，銷售
金額2,041.2億元。
首創置業(2868)同日公佈，10月實現簽約面積21.3

萬平方米；簽約金額29.8億元，按年上升19.5%。
今年首10個月，累計實現簽約面積約192.2萬平方
米，按年上升11.7%，簽約金額約210.1億元，按年
上升24.5%。截至10月底，公司尚有認購未換簽金
額約16億元正在辦理換簽手續。

廣東智博會月中東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東莞報道） 廣東國際
機器人及智能裝備博覽會18-21日將在東莞舉行，
屆時將有粵港台三地的機器人和智能裝備參展。記
者從昨天的新聞發佈會上獲悉，展會將有1,000餘家
企業參展。展館將劃分為機械人及自動化專區、香
港塑膠機械協會展區、香港五金商業總會展區等9
個主題展區，展出面積10萬平方米。
東莞副市長賀宇透露，此次展會雲集了香港、台

灣和內地機器人1,000餘協會、企業參加，展出面積
將達10萬平方米，展位5,000個。預計此次展會將
會吸引採購商、觀展人數共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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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A股寬幅震盪，成交量亦出現大幅萎縮，兩市
昨天共成交6,260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

一交易日銳減1,181億元，其中滬市2,444億元，深市
3,816億元。

「澤熙概念股」跌幅收窄
昨日市場上演行情分化，政策上高層全力推進農村
建設，豬肉、養殖業、種植業與林業及農產品加工等
農牧業相關題材漲幅靠前；新股與次新股漲幅也擠進
前三，十多隻股票封漲停板，分析認為次新股風險
小，加之高送轉預期升溫，資金對次新股的炒作也將
再次開啟。
「澤熙概念股」昨日延續了上一日跌落勢頭，華麗

家族、康強電子、大恒科技繼續跌停，其餘則有跌幅
收窄趨勢。截至目前，徐翔掌舵的澤熙三季度持倉只
有康強電子和華麗家族兩股，徐母則持有南洋科技、
大恒科技和文峰股份，還有媒體稱徐父控制有寧波中
百。
前期熱炒的二孩概念如同曇花一現，成為領跌板
塊，38隻二孩成分股裡除5隻上漲外，其餘大多受挫
下探。業內分析指，嬰童奶粉等上市公司理應用實力
贏得市場，光躺在政策上很快會被打出原形。

「十三五」倡加快金融體制改革
申萬宏源的2015年3季報總結指出，A股公司收入
端，快速下滑，環比增速已創下歷史新低。數據顯
示，自2009年三季度以來，A股單季營收增速首度出
現負增長為-2.6%，其中非金融服務則連續三個季度負
增長，降幅也創下-5.2%的新低。另外，A股淨利潤增
速明顯弱於季節性效應，單季和環比增速均創下歷史
新低，且低於一致預期；盈利能力也創下了2009年三
季度以來新低，ROE與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的差值創下
2007年以來的新低。

昨公佈的「十三五」規劃，建議加快金融體制改
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積極培育公開透
明、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推進股票和債券發行交易
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槓桿率。信達證
券策略分析師谷永濤說，十八屆五中全會過後，改革
開放繼續快速推進，但「十三五」規劃整體符合市場
預期，相關概念股未能在市場中形成持續熱點。

對於後市，多機構表示謹慎樂觀，巨豐投顧認為，
滬指在3,300-3,450點區間仍將反覆震盪，因為3,400點
一帶套牢盤眾多，短線若強行突破，反而後患無窮，
反而是震盪之後有利再次拉升。同花順分析指大盤縮
量調整暗藏積極信號，雖然預測11月將維持寬幅震盪
整理之勢頭，但市場利空因素得到有效釋放，指數逐
步開始走出低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市場觀望氣氛濃，A股震盪加劇，幾大指數

都在上衝後回落，最終以綠盤報收。滬指險

守3,300點，收報3,316點，跌0.25%，已

是連續三天收跌；深成指跌 0.15%，報

11,288 點，創業板跌 0.11%報 2,429 點。

「澤熙概念股」再毫無懸念墊底，跌幅逾

6%。此外，前期二胎政策、能源互聯網等

熱點概念遇冷，均出現回調下挫。申萬宏源

報告指出，A股三季度淨利潤增速明顯弱於

季節性效應，單季和環比增速均創下歷史新

低。

「澤熙概念股」急撇與徐翔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澤熙總經理、私募一哥徐翔被

抓捕後，多隻「澤熙概念股」連續兩天跌停。昨
天多間相關公司紛紛發表聲明與徐翔撇清關係。
寧波中百昨晚公告稱，公司近期關注到有關徐

翔被調查的報道，其中有部分報道內容涉及公
司，根據交易所要求，經自查，目前公司日常業
務正常開展，經營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進行，公司
資金不存在被凍結的情況。
而對於媒體報道中提及的寧波中百董事長徐峻

以及實際控制人徐柏良與徐翔之間的私人關係，
寧波中百指目前暫無法與徐峻及徐柏良取得聯
繫，待取得聯繫後會及時確認並對外披露。關於
徐翔接受調查一事對公司的具體影響，公司將待
進一步確認後及時披露。目前公司日常經營管理
工作，由董事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黃炎水主持。

寧波中百換手率暴漲
據指，徐柏良是徐翔的父親。寧波中百股價昨

下跌5.88%，盤中一度跌停。據和訊網統計指，
在徐翔出事消息爆發後，該股周一換手率暴漲，
全天換手率超 34%，近兩日合計換手率近
50%，合計成交金額高達16.9億元人民幣。
另外，大恒科技表示，經與公司控股股東、實

際控制人鄭素貞核實，其與徐翔為母子關係。鄭
素貞未直接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此前徐翔並不
擔任公司任何職務，公司日常生產經營未受其影
響，目前生產經營活動一切正常。
而周一周二兩天連續跌停的華麗家族昨公告

稱，經核實，徐翔被查所涉事項與公司並無關
係，公司目前生產經營活動正常，無重大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近期滬港通
中的滬股通出現明顯的資金流出勢頭，數據顯示截至
11月3日，在連續11個交易日中，滬股通資金累計流
出達91.23億元（人民幣，下同）。昨日滬股通餘額
138.51億元，佔比106%，淨流出8.51億元，港股通餘
額103.97億元，淨流入1.03億元。
自去年11月17日滬港通開通以來，已經將近走滿1年

歷程，從以往情況來看，資金南下北上相互往來，但進
入10月份以來，這樣的情況成為滬股通淨流出資金。查
詢數據得知，自10月16日至11月3日，滬股通便呈現

持續資金流出現象，其中三天資金流出額度都超過10億
元。這樣的現象，在滬港通歷史上尚屬首次發現。
反觀港股通資金出入情況，則和滬股通截然相反，

從10月12日至今，除去10月27日有1.28億資金流
出，其餘都是流入狀態。

分析：部分投資者想擇機入場
業內人士評論指，從數據來看，資金從北往南情況

已經半月有餘，可以認為投資者目前對港股熱情高
漲，而A股方面則顯得有些冷清。不過從同期的累計

淨賣出金額來看，目前仍有部分資金留守，也說明部
分投資者對A股還是有着比較強的觀望心態，想擇機
入場。
隨着投資者對A股後市判斷的分歧，目前也有外資
機構對A股看法不一。巴克萊認為中國股市目前並不
具有再次走高的跡象，中國需要經濟增長數據大幅改
善。但高盛卻在進入10月後表示對A股看好，高盛中
國首席策略分析師劉勁津認為，10月是A股的修復
期，雖然下調滬深300指數目標至4,000點，但仍有兩
成潛在升幅。

調查：上月30城新樓成交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金九」低

調現身後，「銀十」亦已出現。據易居研究院最新報
告顯示，包括北上廣深在內的30個內地典型城市中，
十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達到了2,078萬平方米，環
比增長9.0%，同比增長13.1%，這是今年內創下的月
成交最好水平。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
表示，在連續出現環比下跌的態勢下，9、10月份成交
量繼續攀升，今年「金九銀十」的態勢仍較為明顯，
料內地房企仍會加快推盤節奏，市場交易表現還將繼
續活躍。報告顯示，10月份，在30個典型內地城市

中，有21個城市的成交量出現了環比增長態勢，其他
9個城市則有所下滑，7成城市成交量的增長使得30個
城市成交量出現整體上升。前10月，30個典型城市年
初累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增幅達到26.1%。而
對比近6年內10月成交數據，今年10月份市場成交更
是達到同期最好的水平。

料四季度成交依然可觀
從城市分類來看，一二三線城市成交環比均有上

漲，尤其是三線城市上漲明顯，11個三線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成交面積為336萬平方米，增長幅度超過20%。
而在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中，深圳表現最為搶眼，
環比增幅達到了31.9%，遠遠超過其他一線城市，而北
京則反其道而行環比下跌了11.9%，上海與廣州增幅分
別達到了1.6%及3.2%。另外15個二線城市環比增長
8.5%，同比增長19.0%。
對於年內樓市交易走勢，嚴躍進分析認為，10月份

市場成交量創年內新高，說明購房情緒依然高漲。未
來兩個月，料房企從追趕年度銷售業績的角度出發，
依然會加快推盤節奏。同時考慮到近期包括房貸利率
處於歷史低位、房價上漲態勢明顯等因素，預計市場
交易基本上會繼續活躍，進而使得四季度市場成交依
然可觀。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
駿表示，部分市場人士對中國太過悲
觀。 資料圖片

■■研究報告指出研究報告指出，，AA股三季度股三季度
淨利潤增速明顯弱於季節性淨利潤增速明顯弱於季節性
效應效應，，單季和環比增速均創單季和環比增速均創
下歷史新低下歷史新低。。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