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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熔斷 股匯齊彈
中間價結束8連跌 傳人行多招托人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A股
開年連連暴跌，熔斷機制被指為罪魁禍首，中證
監連夜叫停熔斷，加上市傳「國家隊」再入市掃
藍籌股，刺激A股迎來意料之中的反彈。但在強
勢高開後，三大指數一度迅速插水，此後雖成功
深V反攻，但全日滬綜指震幅超過了5%，顯示恐
慌情緒猶存。最終滬綜指收漲1.97%，報3,186
點，深成指亦升1.2%。創業板指未擺脫弱勢格
局，早盤急挫近5%，收市小跌0.33%。新年首周
滬綜指暴跌了近10%。
除了暫停熔斷機制，匯市亦傳來捷報。昨日人

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5636，較前日收盤價大幅

上調逾300個點，較中間價則升值10點，結束連
續8個交易日調降態勢。央行公佈人民幣中間價
後，離岸人民幣兌美元直線拉升300點。

市況波動 滬指震幅逾5%
受到雙重鼓舞的A股，昨日大幅跳空高開。
滬綜指高開近70點，或2.23%，深成指高開249
點，或 2.31%，只有創業板指高開幅度未足
2%，但亦跳升了41點，或1.82%。開盤後慣性
上衝，收復3,200點，2分鐘後則迅速上演了過
山車行情。約16分鐘內，滬綜指重挫近160
點，從漲近3%至跌逾2%，低見3,057點；創業
板指更是狂瀉近5%。此時股指突然回勇，快速
走高，金融、資源等權重板塊活躍。
午後，兩市繼續震盪走高，題材股也一度走
強，然而資金上攻意願逐步退潮，尾盤創業板插
水翻綠。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61
點，或1.97%；深指報10,888點，漲128點，或
1.2%；創業板指報2,248點，跌7點，或0.33%，
兩市共成交7,616億元（人民幣，下同）。
A股回穩，有消息指，昨日「國家隊」再入
市，拉抬權重股護盤。彭博昨引述知情人士透

露，國家相關資金再次入市買入股票，是本周
以來至少第二次出手支撐下跌的股市。知情人
士稱，在監管機構暫停實施導致本周內兩次提
前收市的熔斷機制後，官方資金於周五買入股
票托市。周二曾有知情人士稱當日有官方資金
進場托市。去年8月股災時，中國政府也曾動用
國家相關資金購買股票救市。據高盛估算，
「國家隊」在截至8月份的3個月可能為此花費
了2,360億美元。

受惠改革 煤炭鋼鐵股漲停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在太原主持召開鋼鐵

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供給側改革行情再
起。昨日煤炭、鋼鐵板塊護盤有功，帶動大市
逐漸企穩，煤炭、鋼鐵板塊均收漲近9%，個股
出現漲停潮。此外，券商、機場航運等概念板
塊亦漲幅居前。
民生證券投顧李傳俊認為，昨日市場震盪之後

開始反彈，是投資者認可了暫停熔斷的利好，後
續還要看匯率戰場的勝負和進一步政策的推進。
他提到，目前股市已傷了根本，只一條政策不管
用，還要有「組合拳」才能見效。

人行傳多招人行傳多招
支撐人民幣支撐人民幣

11.. 疑似通過國有銀行疑似通過國有銀行
沽美元支撐人民幣沽美元支撐人民幣

22.. 部分地方外管局要部分地方外管局要
求轄內銀行控制求轄內銀行控制11
月份售匯總量月份售匯總量

33.. 打擊跨境套利打擊跨境套利，，暫暫
停停33家外資銀行跨家外資銀行跨
境外匯業務境外匯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蔡競文）中證監
新聞發言人鄧舸昨日表示，近日證監會扶貧開
發工作領導小組進行了調整強化，由肖鋼主席
擔任組長，直接抓扶貧開發工作，支持農業龍
頭企業和大型專業化公司，通過併購、重組等
方式，整合上下游產業鏈，提高農業產業化水
平直接抓扶貧開發工作。同時，鄧舸也介紹了
中證監「十三五」期間扶貧規劃及部署，表示
未來將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

健全資本市場扶貧長效機制
鄧舸稱，證監會扶貧領導小組將加強對資本市場支持脫貧攻堅工

作的統籌，有效組織動員派出機構、交易所、行業協會、市場經營
機構、上市公司等的資源，把扶貧力量集中使用、聚焦精準幫扶。
組織動員行業機構積極參與脫貧攻堅工作，發揮專業優勢，深入基
層為脫貧攻堅提供專業服務。建立健全資本市場支持扶貧開發工作
的長效機制，進一步完善支持扶貧開發工作。
他表示，2007至2015年，共有21家農業企業IPO，融資額159億
元(人民幣，下同)。2009年至2015年底，資本市場涉農企業重大資
產重組22項，涉及金額360億元。並透露，將減免西藏等5個少數民
族自治區企業在新三板掛牌的有關服務費。
據悉，中證監副主席姜洋曾於12月召開的全國扶貧開發金融服務
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說，證監會近年注重發揮資本市場對國家扶貧
開發事業的服務功能，未來將進一步優化制度安排，不斷拓寬貧困
地區多元化融資渠道，積極支持貧困地區企業上市。

促進貧困地區企業融資發展
未來證監會將充分利用全國中小企業股轉系統和區域性股權市場
掛牌、股份轉讓功能，促進貧困地區企業融資發展。支持農業龍頭
企業和大型專業化公司，通過併購、重組等方式整合上下游產業
鏈。鼓勵支持更多符合條件的涉農企業通過發行公司債、中小企業
私募債和資產證券化產品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雖然人民幣匯
率昨日有所回升，但市場對其長遠前景仍持悲觀
看法。路透社引述一位有影響力的政府經濟學家
表示，內地應該讓人民幣明顯貶值，「建議應允
許人民幣在一個未明確的時間段內貶值
10%-15%」。中金公司也發表報告，稱匯率機制
正邁向新的「骯髒浮動」，故將今年底在岸人民
幣兌美元預測由6.50下調至6.87。

底線不衝擊經濟金融系統
據路透社報道，有政策知情人士目前呼籲，在

加強資本管控以抑制投機和資本外逃的配合下，
讓人民幣迅速大幅貶值。「我們應該讓人民幣明
顯貶值，但我們應該有個底線；它不能對經濟和
金融系統產生巨大影響，也不能引發資本市場的
恐慌」。另有消息人士稱，為了在不引發企業大

規模破產和裁員的情況下進行結構性改革，應鼓
勵人行允許人民幣貶值，給利率施加下行壓力，
並緩解企業的償債負擔。

最激預測一年後跌至7.6
報道又引述商務部的一名研究員表示，要想對

出口產生影響，人民幣應該至少貶值10%。但該
研究院同時強調，他認為當局不會這麼做，因為
如果中國想通過擴大出口來刺激經濟，其他國家
也可能跟進。政策顧問也擔心人行的漸進式作
法，恐有強化人民幣再貶預期之虞，「這是一種
預言的自我應驗，而且離岸人民幣急跌已經支持
了這一觀點」。
路透社又公佈，在本周訪問了超過50名外匯分

析師，他們預期人民幣兌美元在今年12月底將報
6.70，這至少是自2013年1月以來，其調查中對

人民幣12個月匯率預估的最低水平。來自Rabo-
bank的預測最為激進，預計人民幣兌美元在一年
後將貶值到7.60。

貶值預期強化 加劇走資
中金公司經濟學家余向榮及梁紅昨日也發表報

告指，人民幣短期內或出現快速、大幅調整。進
一步貶值的市場動能似乎正在蓄積。例如，有關
個人集中購匯的市場擔憂正部分地轉化為現實。
大幅離岸在岸匯差更是強化了在岸市場的貶值預
期。開年後，央行可接受的對美元匯率水平似乎
也發生了悄然變化。央行或有意通過短期快調強
化貶值預期，導致更多資本流出的「惡性循
環」。報告預測2016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
6.87（之前預測為6.50），較2015年底和8月11
日匯改前分別貶值5.8%和10.6%。

外電報道稱，昨日有跡象顯示，人行通過國有銀行入市干預支撐
人民幣，加上市場盛傳部分地方外管局要求轄內銀行控制售匯

總量，人民幣貶值的勢頭被減緩，無論是在岸即期還是離岸CNH，
昨早市均曾在數分鐘內，突然出現逾200點的強勁升幅，雖然之後又
迅速回軟，但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市場情緒。

在岸離岸價差仍近1000點子
人民幣中間價昨日雖略微回升，但早市時在岸即期一度仍下挫，
上午九點多曾跌至6.5999，但之後突然強勁反彈200餘點子，九點半
時曾見6.5725的相對高位。可惜好景不長，十點前又跌回6.59的水
平，此後一直在 6.5850-6.5950 區間徘徊，截止昨晚 7 點半報
6.5910，較前一個交易日仍有49點子升幅。
離岸CNH則跌宕起伏，凌晨兩點半時曾跌至6.6951的低位，較前
一個交易日跌近300點，之後逐步回升，到上午九點多時同樣在數分
鐘內勁升200餘點子，見6.6513的相對高位，但十點後又跌回6.68
水平。截止昨晚七點半報6.6836，較前一個交易日貶值100餘點子。
在岸與離岸價差仍維持近1,000點子。

傳要求銀行控制1月售匯總量
路透社報道稱，人行疑似通過國有銀行入市干預，以支撐人民幣匯
率。報道引述上海一歐資銀行的交易員表示，「國有銀行在大約6.59
的水平賣出美元，疑似是代央行而為……今日和昨日都出現了這種情
況」。另有交易員指出，昨日下午在岸匯市整體交易清淡，中資大行
穩固護盤令成交價格基本維穩，市場波動大幅收窄，自營盤轉為觀
望，「但這只是暫時的穩定，期待下周央行的指引和購匯盤表現」。
人民幣匯率加速貶值令資本外流壓力有增無減。路透社又引述消
息人士透露，國家外匯管理局部分分局近日窗口指導轄內銀行，要
求加強銀行代客售付匯業務監管，控制1月售匯總量，以加強企業和
機構等螞蟻搬家式購匯管理。一些港口貿易城市的外管局，比如深
圳，要求區域內銀行1月售匯總量不得高於去年12月。此外，人行
上周起暫停三家銀行從事某些外匯業務，分別是渣打銀行、星展銀
行和德意志銀行，以遏制人民幣走軟情況下的資本外流。

憂慮未除 內地民眾換匯猛增
不過，內地民眾似乎仍擔心人民幣會繼續貶值，換匯熱潮有增無
減。有內媒昨報道，近日上海、深圳多家銀行購匯需求猛增，並且
由於突然湧現的個人集中使用網銀購匯，有的銀行甚至曝出網銀系
統故障、運轉緩慢等問題。農行深圳某營業部的一位大堂經理表
示，年初向來都是購匯旺季，因為進入新的一年，購匯額度空了出
來，但是今年「旺」得有些嚇人。在深圳相關口岸的兌換店也看到
貨幣兌換店生意也異常火爆，福田口岸某貨幣兌換店的工作人員表
示，近期兌換港幣的人明顯增加，而且兌換金額也相對偏大。

銀公：港人幣資金池續縮減
在本港，銀行公會新一屆主席陳秀梅昨表示，人民幣貶值打擊投

資者信心，部分市民將人民幣資產兌換成其他貨幣，坦言近一個星
期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規模有所縮減，但不認為有恐慌情緒。
隨着在岸人民幣回穩，本港兌換店的人民幣兌港元的兌換價亦回升，由前
兩日每百港元可以換到超過87元人民幣，升至昨日換到約86.4元人民幣。

多年以後，即使面對
更加風高浪急的金融海
嘯，包括筆者在內的眾
多國人，大概也不會忘

記2016年的首個星期，中國曾經陷入
的這場「股匯風暴」。幸虧中證監在
本周四晚緊急叫停熔斷機制，才令這
場風暴的規模暫時被遏制。雖然這種
「朝令夕改 」的手法備受批評，但亡
羊補牢，猶未為晚。知錯能改不僅是
態度問題，也是向市場釋放明確的信
號，有助穩定人心。

官方對人幣態度讓人猜不透
相比之下，人民幣匯率將會如何發

展，官方的態度至今讓人猜不透。本周
四人民幣中間價突然大幅下降332點
子，降幅之大令人跌破眼鏡。德國商業
銀行經濟學家周浩對此發出強烈質疑，
指監管層的所作所為是「神邏輯」，
「干預之後又不干預，不希望下跌別把
中間價調那麼低嘛……央行最起碼跟大
家講清楚，到底想幹嘛，市場都搞成這
樣了，MPA（宏觀審慎管理）呢？」

猶記得去年「811 」新匯改後的幾個
交易日，人民幣應聲大跌，當時人民
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
綱曾表示，「所謂『官方要求貶值
10％以促進出口』是完全沒有根據
的」。言猶在耳，市場風聲卻有劇變
的趨勢，被視為具有官方權威的中金
公司，昨日聲稱在岸人民幣到今年年
底將貶值至6.87。而在「811 」之前，
在岸人民幣約為 6.20 水平，若跌到
6.87，貶值幅度正好超過10%。路透社
更引述官方顧問表示，人民幣應該
「一次過」貶值15%。

吸取熔斷教訓 免釀更大危機
看來，易綱的保證能否兌現，恐怕

要打一個問號了。但願監管層能吸取
熔斷機制的教訓，因應最新的形勢變
化，果斷採取措施穩定人心。最起碼
要「跟大家講清楚」，哪怕要改口承
認10%的關口守不住，並因此被譏諷
為「自打嘴巴」，也好過放任各種猜
測眾說紛紜，釀成更大的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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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補牢 助穩定人心

國家隊傳入市 A股V彈

專家倡人幣貶值15%振出口

肖鋼任中證監扶貧開發組組長

肖鋼肖鋼

■■本港兌換店昨日的人民幣賣出價本港兌換店昨日的人民幣賣出價
約每百港元兌約每百港元兌8686..44元人民幣元人民幣，，較前較前
兩日有所回落兩日有所回落。。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滬深股指昨雙雙反彈滬深股指昨雙雙反彈。。 新華社新華社

股匯風暴股匯風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

奔）中證監前晚深夜叫停熔斷機

制，昨日A股和人民幣雙雙回

穩。人行昨公佈的人民幣中間價

為6.5636，較前一個交易日微

升10點子，終於結束8連跌。同時，市場還盛傳人行多

招支撐人民幣，令在岸價及離岸價一度齊升，市場情緒

緩和，本港兌換店的人民幣賣出價約每百港元兌86.4元

人民幣，較前兩日有所回落。但內地民眾換匯熱潮有增

無減，據報上海、深圳多家銀行購匯需求猛增，有銀行

更出現網銀「逼爆」、系統運轉緩慢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