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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旗下研究院指房地產業財務安全指數最低，七成涉嫌粉飾財報。 資料圖片

商務部：七成房企涉粉飾財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

海報道）滬深兩市昨日雙雙震盪走
高，創業板指數低開後反彈上升，
盤面上石墨烯板塊集體爆發，鋼
鐵、白酒、家用電器等藍籌股強勢
上漲，滬指全日漲0.87%並突破半
年線至 3,185 點，深證成指漲
1.65%報 10,537 點，創業板指漲
0.77%報1,821點。隨着資金活躍
度增大，兩市成交放量至4,392億
元（人民幣，下同），較前一個交
易日多出338億元。
消息層面上，MSCI首席執行官

前一日抵華接受媒體採訪透露，未
來MSCI納入的A股有望擴容，目
前 A股中進入MSCI 的僅有 222
隻，今後或納入更多大盤股，並有
可能納入195隻中盤股。中興匯金
高級研究員李勇認為，股票納入被
國際投資者所認可的MSCI指數之
後，或許將會利於推動藍籌股。
藍籌股中，萬科A午後封上漲停

板，是其連續兩天漲停，該股三天
漲幅已經約25%。貴州茅台盤中最
高價報482.35元，再創歷史新高，
市值首次突破6,000億元。
對於次輪漲勢，業內預測有望衝

擊3,300點，中航證券深圳首席投
顧樊波稱，滬指兩天之內將出現較
大幅度的震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

院等機構近日發佈《中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財務安全評估報告（2017

春季）》指出，在中國2,629家非金融類上市公司中，有1,139家上市

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財務報表粉飾嫌疑，佔比達43.32%，其中房地產

行業最嚴重，逾七成房地產上市公司涉嫌粉飾財報。

這份由商務部直屬的國際貿易經濟合
作研究院與中國財富傳媒集團中國

財富研究院聯合發佈的報告，選取2,629
家非金融類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通過
「Themis純定量異常值評級」分析，評估
預測中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整體財務安全
狀況和風險特徵。

上市公司財務10年最差
報告稱，中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財務安
全總指數自2012年至今已連續六年下降，
2017年是近10年中表現最糟糕一年，總體
財務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分市場看，中
小板上市公司整體財務安全狀況最好，主
板其次，創業板財務風險最高。
報告參與方之一、賽彌斯財務異常值風
險預警技術首席專家蒲小雷表示，從近5年

的統計數據看，A股主板市場優秀上市公司
數量逐漸減少，存在局部財務風險和已出
現財務風險或重大財務風險的上市公司不
斷增加，預計2017年主板市場高風險上市
公司佔比高於中小板，但低於創業板。
從行業看，報告指出，紡織服裝行業的

財務安全指數最高，房地產業最低，但房
地產業同時也是財務安全指數上升最快的
行業，這意味着房地產業機會和風險並
存。而財務安全指數下降最快的行業是國
防軍工業。
蒲小雷還指出，通過分析企業多年財務

報表發現，一些指標變化不合理，許多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整、不透明，部分公
司存在粉飾、虛假情況，很多地方解釋不
清楚。
報告指出，房地產、家用電器、休閒服

務三行業粉飾財報情況最嚴重。在138家
房地產上市公司中，有98家存在不同程度
的財務報表粉飾嫌疑，行業佔比達
71.01%；第二是家用電器行業，56家上市
公司中存在粉飾嫌疑的上市公司有34家，
行業佔比60.71%；第三是休閒服務行業，

34家上市公司中有20家存在粉飾嫌疑，行
業佔比58.82%。
報告還分析稱，在1,139家有財務報表

粉飾嫌疑的上市公司中，87.80%有應付賬
款藏匿嫌疑，12.12%涉嫌隱瞞銷售成本，
10.97%存在報表粉飾或非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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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紐約8月期金收報1,256.40美元，較上日升7美
元。現貨金價上周五受制1,259美元附近阻力後，昨天歐洲
假後復市即跌空急跌17美元，曾一度下挫至1,236.68美元
約6周以來低位，回吐上周尾段所有反彈幅度。
市場傳出有20億美元拋盤，令金價輕易跌穿1,240美元

支持後，引發短線止蝕沽壓。美國周初將公佈5月份耐用品
訂單，同時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周二將發表談話受關注，
在現貨金價失守1,240美元後，已不利金價短期表現，現貨
金價將反覆下試1,230美元水平。
美元兌加元上周四受制1.3340附近阻力後迅速遇到下行
壓力，一度走低至1.3210附近，上周尾段呈現反彈，短暫
向上逼近1.3310水平後掉頭回落，昨天曾回軟至1.3230附
近。加拿大統計局上周四公佈4月份零售銷售按月上升
0.8%，較3月份約0.5%升幅明顯轉強，數據導致加元迅速
反彈，美元兌加元再次失守1.33水平。

經濟數據偏強 限制加元跌幅
雖然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佈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按
年升幅放緩至1.3%，顯著低於4月份的1.6%，降低加拿大

央行7月12日會議的加息機會，但美元兌加元受制1.3310附近阻力便
立即掉頭回落。此外，加拿大近期公佈的4月份經濟數據頗為強勁，
製造業銷售值按月攀升1.1%至創紀錄的544億加元之外，批發貿易亦
按月上升1%，更是連續7個月攀升，連帶零售銷售亦持續兩個月呈
現增長，不排除加拿大本周五公佈的4月份經濟增長將較3月份進一
步改善，配合加拿大央行行長上周暗示加息的言論，限制加元跌幅。
預料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1.3150至1.3350水平之間。

三季度看好亞洲中小型股

依據研究機構EPFR統計今年6
月15日至21日的基金資金流向顯
示，過去一周股票型基金獲5億美
元小幅資金淨流入，其中美股基金
在先前一周獲得170億美元大額資
金淨流入後，過去一周再遭資金淨
流出76.12億美元。

新興市場連續14周吸金
EPFR統計顯示，歐洲股票型基

金仍持續獲資金流入9.99億美元，
連續13周淨流入，整體新興市場股
票型基金也續獲資金流入21.3億美
元，是五周以來最大淨流入且為連
續14周淨流入。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

金經理人賽加爾表示，亞洲小型股
的投資機會多，主要着眼於小型企
業營運目標與側重客戶較為精準、

因應營運環境變化的彈性也較大，
因此企業盈利動能往往優於大型企
業，增長潛力空間較大。

中小企主導當地市場
賽加爾指出，在韓國、印度、中

國等亞洲國家，就可以發現許多中
小型企業透過強大的生產製造、行
銷與管理系統，已經主導當地消費
市場，隨着這些企業將成功模式擴
展至鄰近新興市場，企業加速增長
可望挹注市值顯著擴張。
至於美股市場，富蘭克林證券投

顧表示，行業類股輪動支持美股維
持高位，近期領漲板塊由科技類股
轉由生物科技醫療類股接棒，預期
美股夏季受到季節性因素及政策不
確定影響恐較為波動，然而，資金
輪動效應有助降低大盤指數大幅調

整的風險，七月上旬起美國企業將
開始公佈第二季財報，牽動美股走
勢。

美併購利中小型生科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生物科技領航基

金經理人麥可羅表示，生物科技產
業良好的基本面將支持股價表現，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新

局長上任對於FDA以及生物科技製
藥產業是正面利多。大型製藥公司
基於策略考量，欲透過併購小型生
物科技公司來強化產品線，如果國
會能就稅制改革達成共識，特別是
若能提供企業匯回海外盈利較優惠
的稅率，企業可運用的現金增加亦
將支持產業併購動能，將惠及中小
型生物科技股表現。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展望第三季，投資者將更加重視股市估值

優勢與各國經濟政策改革，建議投資者持續

靠攏新興市場，核心配置首選新興國家當地

貨幣債券市場與亞洲中小型股。

■富蘭克林投顧

歐元區間震盪 醞釀調整風險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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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料於1.3150至1.3350上落。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230美元水平。

本周包括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內的
多位美聯儲官員將陸續登場，此
外，諸多重磅數據也將出爐，包括
美聯儲最為看重的通脹指標和GDP
終值，或會對近期頗為淡靜的外匯
市場造成一輪衝擊。

耶倫今談全球經濟受關注
美聯儲主席耶倫周二將就全球經

濟問題發表講話，這將成為投資者
關注的焦點。這也會是耶倫自6月
14日記者招待會以來的首次露面。
除此之外，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
德、三藩市聯儲主席威廉姆斯、費
城聯儲主席哈克、明尼阿波利斯聯
儲主席卡什卡利其等其他美聯儲官
員也將相繼發表講話。

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上周一的講
話曾引發了美元的升勢，當時他樂
觀地表示，美國經濟擴張之路還很
長。杜德利表示，就業市場不斷收
緊，將會推升薪資，從而帶動美國
通脹向美聯儲設定的2%通脹目標
回升。但美元升勢並未持續，因通
脹數據持續回軟，使市場對美聯儲
年內是否會再度加息的疑慮揮之不
去，上周五美元指數走低，並創下
三周來最大單日跌幅，令上周美元
升幅縮小。

投機客上周增持美元好倉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上周五公佈的資料，投機
客最近一周增持美元淨多倉，此前

一周則減持美
元淨多倉至去
年 8 月以來最
低。截至6月20
日當周，美元
淨多倉從前一
周的 64.8 億美
元增至 78.2 億
美元。此前一
周的美元淨多
倉規模為去年8
月第三周以來
最低。
歐元走勢方

面，最近公佈
的強勁數據為
歐 元 帶 來 支
撐，隨着關於
歐洲央行量化
寬鬆政策的討

論升溫，預計歐元將對數據方面
的意外情況更加敏感。

歐元1.0930支持受考驗
圖表走勢而言，歐元兌美元自

年初於1.0339觸底後，則維持着
反覆走高，直至近月處於1.11上
方的高位區間窄幅盤整，一再未
能向上走出區間的情況下，正醞
釀着大幅回調之風險；同時，

MACD已跌破訊號線，預示歐元
大有機會延續跌勢。以年內的累
計漲幅計算，38.2%及50%的回吐
水準為 1.0930 及 1.0820，擴展至
61.8%則為1.07。此外，4月24日
歐元跳空高開，跟4月20日高位
1.0777 形成裂口，此位置則視為
另一重要支撐。至於上方阻力可
參考 1.13 及 1.1430，關鍵為 1.15
關口。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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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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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5月進口。前值41.7億；出口。前值47.5億
5月貿易平衡。前值5.78億盈餘
截至5月的一年年度貿易平衡。前值34.8億赤字
5月工業經濟效益月度報告
6月製造業商業信心指數。預測106.6。前值106.9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105.4
6月工業聯盟零售銷售差值。預測零。前值正2
4月20個城市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5%。前值+0.9%
4月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預測+0.9%。前值+1.0%
4月房價指數年率。預測+5.9%。前值+5.9%
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16.0。前值117.9
6月里奇蒙聯邦儲備銀行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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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資金回流亞洲股市，其中韓國股市是其中受捧市場之一。

■■美國聯儲美國聯儲
局主席耶倫局主席耶倫
周二將就全周二將就全
球經濟問題球經濟問題
發表講話發表講話，，
受金融市場受金融市場
關注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