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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被「關注」順豐巨震

比特幣界大玩家擬內地推基金

兩PMI齊升 經濟續回暖
專家：內外需求改善 增長趨穩態勢明確

廣發証券：混改等勢成兩會新熱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兩會前夕，昨公佈的官方2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及2

月財新製造業PMI，均顯示中國經濟正持續回暖。其中官方PMI 為51.6，回升0.3個百分點，創三個月新高，

新訂單和生產繼續穩定增長，新出口訂單也強勁回升。財新PMI 升0.7個百分點至51.7，連續六個月高於榮枯

分界線，主要指數中產出和新訂單均較年初增長，出口表現尤為強勁。專家表示，先行指標顯示中國經濟運行

回暖信號增強，一季度實現良好開局料無懸念。

經濟學家評中國製造業PMI
■德國商業銀行經濟學家周浩：鑒於經濟活動企穩，內地貨幣政策將逐步收緊；擠
泡沫仍將是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的關鍵主題。

■建銀國際香港宏觀研究主管崔歷：全球製造業活動復甦和堅挺的內地需求提供了
支持；PMI帶來的驚喜預示着製造業持續回升、盈利前景改善。

■美國銀行香港首席大中華區經濟學家喬虹：短期內增長是關鍵主題；不過需要明
白現正處在一個政策周期尾聲階段的事實，決策者現在看到的所有這些數字變得越
來越令人滿意。

■麥格理證券香港中國經濟研究主管胡偉俊：經濟活動可能將於第一季度見頂，今
年公司利潤將隨着生產者價格漲幅回落而下滑。隨着決策者承認增長潛力減弱，全
國人大會議將小幅下調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目標。

國家統計局和物流與採購聯合會(CFLP)
昨聯合公佈，2月官方製造業PMI為

51.6，遠高於路透調查預估中值51.1，且創
下三個月高點，並高於去年同期2.6個百分
點，延續去年下半年穩中有升態勢，連續7
個月保持在50以上，特別是自去年10月以
來穩定地保持在51以上，處於2014年10月
以來的最高水平。

企業開工率提高 經濟穩中有升
從分項指數來看，13個分項指數中，只

有3個指數有所回落，其餘指數均見回升，
新訂單、生產、從業人員、企業經營活動
預期等主要指數回升明顯。從行業來看，
21個行業中，14個行業PMI指數上升。綜
合來看，春節過後，企業開工率提高，經
濟運行穩中有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
群認為，製造業PMI指數經歷上年12月和
今年1月連續小幅回落後，2月份出現回
升，並且持續7個月保持在榮枯線以上，表
明中國經濟增長趨穩態勢已經比較明確。

投資建設積極性高助穩增長
他稱，在2月PMI指數中，新訂單、出口

訂單指數均有回升，預示中國國內市場需求
和出口趨穩；生產指數、產成品、原材料庫
存指數回升，反映企業信心增強，生產經營
活動趨向恢復。購進價格指數回落，反映隨
供給端變化，大宗商品價格漲幅有所回穩。
綜合PMI指數反映的情況，預計2017年中
國經濟運行將實現良好開局。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研究員陳中濤則表示，
今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各
地投資建設積極性很高，開年以來一些省份
的2017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密集出爐，加上
大量的PPP項目加快落地，預計投資將繼續
發揮穩增長的重要作用。同時，外部需求也
呈現回升跡象，預計2017年經濟保持穩中趨
升、穩中向好基本格局。

次季或觀察未來趨勢關鍵時期
另外，財新/Markit昨公佈的2月財新製

造業PMI，也回升至逾四年次高，並連續
六個月高於榮枯分界線，最新 PMI 為
51.7，上月為51.0。分項數據中，新出口訂
單指數由1月的52.9升至53.8，創2014年9
月以來新高。財新智庫莫尼塔宏觀研究主
管鍾正生表示，2月財新製造業PMI繼續改

善，但若現在就得出復甦穩固的結論還為
時過早。二季度可能是觀察未來趨勢的關
鍵時期。
鍾正生表示，產出和新訂單指數皆較上

月回升，採購庫存也重歸擴張，產成品庫
存繼續下降，但中國製造業補庫存能否持
續仍需觀察。投入和產出價格繼續快速上
升，但速度相對於前一個月有所放緩。

中金：貨幣政策將續退出寬鬆
中金公司研報也指出，2月官方PMI數據

反映製造業活動進一步好轉，預計1月-2月
經濟活動增速加快，PPI環比維持增長，1
季度名義GDP同比增速將明顯加快，貨幣
政策將繼續退出寬鬆，但增長加速、通脹
溫和的宏觀環境仍然有望在未來一段時間
內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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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發佈2017年2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
經理指數（PMI）為51.6%，比上月上升0.3個百分點。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近來內地監管層連出重拳，市場盛傳連日
瘋漲的順豐控股，已引起相關部門的密切
關注，消息令一眾游資四散而逃，昨日午
後順豐控股的走勢猶如「過山車」，打開
漲停後直線插水，最多跌近3%，尾盤又強
力拉升收漲4.79%，全日振幅達15%，換手
率近30%。但滬深大市相對平淡，三大指
數最終悉數小幅收漲，其中滬綜指升
0.16%，報3,246.93點。
自上周五登陸資本市場以來，順豐控股
風頭極勁，連續三日封漲停，掌門人王衛
身家迅速超越騰訊創始人馬化騰。昨日A股
開盤後，順豐控股依然牢牢封住漲停板，

股價飆升至73.48元/股，總市值一舉突破
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據測算，王
衛身家因此超過了阿里巴巴的馬雲，按此
趨勢，若次日再封漲停，王衛還將一舉超
越萬達掌門人王健林，成為新一代的「中
國首富」。
不過，內地媒體《財新》昨突然爆出猛
料，稱「交易所及相關部門已經開始對順
豐控股的交易情況進行密切關注」。該消
息迅速發酵，在資本市場掀起千層浪，雖
然順豐控股起初仍牢牢封住漲停板，但下
午兩點過後，恐慌情緒突然爆棚，獲利盤
蜂擁而出，順豐股價反覆插水，一度倒跌
近3%後觸底反彈，最終收漲4.79%，股價

報70元，總市值縮水至2,929億元。順豐流
通市值僅93億元，當日成交額就錄得28億
元，換手率近30%。其餘三大快遞股也一
蹶不振，韻達快遞跌停，申通快遞跌逾
6%，圓通速遞跌逾3%。

超低流通股 爆炒惹猜測
券商界人士對本報表示，目前監管層正
在嚴查資本市場，A股「穩字當先」是共
識，在此背景下，順豐控股的確極有可能
已被列入「重點關注名單」，游資此時若
還要興風作浪，無異於撞上槍口，「盤中
巨震說明投資者已有分歧，料未來數日
內，順豐炒作態勢或有所收斂」。亦有市
場人士猜測，以順豐控股超低的流通股本
來看，短期的爆炒可以理解，但是連續拉
漲停板可能另有秘密，「很可能是為限售
股的股權質押做價格準備」。

萬家文化翻身現「V」彈
另外，因被中證監立案調查，股價急跌

的萬家文化，昨日突然打了翻身仗。大幅
低開3%後，數分鐘內萬家又跌近7%，之
後迎來數波拉升，收市居然還大幅上揚了
6.72%。
至於A股大市表現則平平無奇。由於人社

部表態稱，養老基金投資運營的實施並不
意味着入市，進入股市只是養老基金投資
的一種選擇，並且由市場機構根據市場狀
況來選擇入市的時點。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將於本月3日及5日
開幕，歷年兩會對於未來經濟趨勢和政策
導向有着重要的指導作用，也牽動着A股市
場的神經。廣發証券昨預計，供給側改
革、「一帶一路」仍將是2017年兩會重點
着墨的內容，而混合所有制改革、農業供
給側改革、戶籍及人口政策等內容有望成
為今年兩會的新熱點。
廣發証券發展研究中心策略團隊總結了歷
史上兩會前、中、後的市場特徵、風格特徵
和行業熱點，並結合近期的政策線索，對
2017年兩會做出系統性的前瞻。報告指出，
歷史經驗表明，「兩會行情」大概率存在，
且會前更為顯著，中小創業板平均漲幅更
高。1月-2月是經濟數據發佈的真空期，兩
會前夕投資者對政策預期開始發酵，帶動兩
會行情啓動。

報告指出，醫療、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
等板塊的主題投資氛圍濃厚，是帶動中小、
創業板表現勝過大盤的重要原因。而兩會期
間及閉幕後，兩會對股市的影響趨弱，不再
是影響市場波動的核心因素。兩會後的市場
走勢將等待3月下旬經濟數據的驗證。
兩會熱點繁多，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

面，其中生態環保、社保養老、醫療改
革、三農與土地改革、收入分配、教育改
革等六大熱點話題每年都會被提及。

建議關注農業及傳媒板塊
廣發証券策略團隊認為，對於環保、醫
療、農業等傳統兩會熱門行業，在會議召
開前就已率先啟動行情，隨着會議開幕政
策炒作的餘溫也會逐漸散去，應積極把握
會議召開前受益行業的投資機會。今年傳

統熱點也已率先領跑，建議關注其中漲幅
較小的農業、傳媒。
近年來，「新熱點」在兩會後表現接

力，2013年的「大部制改革」、2014年的
「一帶一路」、2015年的「互聯網+」、
2016年的「供給側改革」就是最好的佐
證。雖然上述議題都不是兩會上首提，但
當年兩會上分別有着墨增加的表述，伴隨
後續政策的層疊推進，使這些兩會熱點成
為貫穿當年的「大主題」。
猜想2017年兩會中將討論升級、着墨增加

的政策熱點，廣發証券策略團隊認為可以沿着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地方兩會的線索前
瞻思考兩會，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繼續
深化，突出混改及農業供給側改革；地方兩會
聚焦混改、「一帶一路」、農業供給側改革、
人口政策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靜儀）內地一
年一度兩會即將在明天召開，摩根大通中
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昨日於記者會上預
計，兩會期間中央的宏觀政策方向不會有
大改變，國企改革、供給側改革等詞語仍
繼續出現，但今年實行的財政政策將比去
年積極。他預期全年內地經濟增幅可達
6.6%，主要受基建、民間投資及金融服
務業增長推動。

國企改革料會是今年重點
朱海斌指出，國企改革會是今年的重

點政策，相信整體國企數目將會減少，期
待中央在去槓桿上可有突破，例如關閉殭
屍企業及出台較差國企的退出機制。他預
期，中央訂下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將維持在
6.5%至7%的範圍，而該行料今年內地經
濟增長將會放緩至6.6%，主要受房地產
及汽車業疲弱拖累，而基建、民間投資及
金融服務業增長則向好。
朱海斌認為，6.5%的增幅對內地而言是

重要的心理關口，中央會盡量達到目標，
但中央或會淡化這個目標，轉以經濟、金
融市場及社會穩定為主調。他又預料，今
年金融服務業將回復8%-9%增長，加上企
業利潤好轉，料民間投資可由負增長變為
高單位數升幅，為GDP提供支持。
談及樓市時，朱海斌表示，內地房地

產出現城市分化，有實施調控的城市樓市
出現放緩現象，但沒實施調控的城市的銷

售則繼續上漲，預期在基數變大情況下，
內地房地產市場在今年3、4月後將出現
相對明顯調整，今年內地樓市將溫和下
行，而樓價只會輕微上升，全年房地產銷
售面積按年跌10%，房地產的投資增速
亦將由去年的6.6%，跌至今年的1%。
對於市場關注的資本外流，朱海斌回

應稱，最近數月內地資本外流情況有所放
緩，約維持在每月500億至600億美元
間，認為內地政府實行更嚴格的資本管
制，是希望盡量防止資本恐慌性外流。但
另一方面，由於中美利差收窄，資金確有
「走出去」的需求，相關政策措施應該分
清楚管理方向，以免影響外貿及投資等方
面，料今年內地外匯儲備流失的規模會較
去年少。

■雖然雖然AA股表現平平無奇股表現平平無奇，，但市傳連日瘋漲的順豐控但市傳連日瘋漲的順豐控
股已引起相關部門的密切關注股已引起相關部門的密切關注，，消息令該股大幅波動消息令該股大幅波動。。
圖為成都某證券營業部股民關注大盤走勢圖為成都某證券營業部股民關注大盤走勢。。 中新社中新社

摩通：中央財政政策料趨積極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
吳靜儀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昨日是比特幣基金會前副主席Char-
lie Shrem擬向中國投資者推出區塊鏈基
金的日子，Shrem此前通過中國直播平
台，稱周二(2月28日)下午向中國投資者
推出一項由實際資產做背書的區塊鏈資產
證券化項目。
Charlie Shrem前日現身中國網絡直播

平台，向中國投資者介紹一種數字貨幣的
全新項目，基於以太坊（Ethereum）的
資產代幣，用數字貨幣成立基金投資美國
企業，首期籌集資金為2,500萬美元，投
資者在購買數字貨幣的時候，就等於持有
一個實體公司的股份，買入後可以隨時賣
掉，且沒有規定退出時間。
據悉，Shrem曾是比特幣業內最大玩家
之一，並任職比特幣基金會 (Bitcoin
Foundation) 前副主席、BitInstant 網執行

官，之後因為參與洗錢項目鋃鐺入獄。在
他出獄之後，Shrem選擇重新創業，並將
目光瞄準中國投資者，稱上述的基金項目
對中國開放，不對美國公民開放。

業界：風險較大 料不可行
有業內人士評論，Shrem的項目風險較

大，之所以選擇中國推介，或是和內地近
期盛行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熱有關，但中國
投資者投資美元項目，本身就存在諸多限
制，並不可行。此外，近期摩根大通、英
特爾、微軟等30多家企業還基於以太坊
(Ethereum)組建新的區塊鏈聯盟，旨在追
蹤數據和金融合同。
隨着各界巨頭對數字資產的應用增多，

作為數字貨幣的比特幣價格居高不下，昨
日內地三大比特幣平台之一的幣行報價，
人民幣現貨價格最高衝到8,120元人民幣。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副刊 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