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推動經濟去槓

桿、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把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金

融工作會議釋放的重磅信號，對A股造成強烈衝擊。滬深股

市昨天爆發小股災，滬綜指曾跌2.5%，收跌1.43%，深證

成指和創業板指分別重挫3.57%、5.11%，均創年內最大

日跌幅。兩市九成股份下跌，500多隻跌停。

■■滬深股市昨天爆發小股災滬深股市昨天爆發小股災，，滬綜指收跌滬綜指收跌11..4343%%，，深證成指和創業深證成指和創業
板指分別重挫板指分別重挫33..5757%%、、55..1111%%，，均創年內最大日跌幅均創年內最大日跌幅。。 中新社中新社

A股大跌原因
■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內容對金融創新幾乎未有着墨，取而代之的

是強化監管

■把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引發市場對IPO提速的擔憂

■ 推動經濟去槓桿，短期內貨幣政策難再寬鬆，資產泡沫將受到

抑制

■創業板權重股風光不再，有的巨額虧損，有的淨利潤大幅下滑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將發展直接
融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確指

出「要把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近
來市場對IPO速度頗有爭議，業內普遍
認為，上述提法將為IPO正名。平安證
券繳文超預計，未來對於股票、債券的
發行交易制度將進一步完善，IPO和定增
或也將進一步放寬和加速審核。
會議同時指出要推動經濟去槓桿，堅
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海通宏觀分析
師姜超表示，這意味着短期內貨幣政策
難再寬鬆，資產泡沫將受到抑制。

創業板挫5%創兩年半低
A股對IPO提速、流動性收縮尤為敏

感。滬深兩市昨小幅低開後直線插水，
17分鐘內滬指已急挫2.5%；期內深市更

兇險，深成指曾暴跌逾4%，創業板指更
是狂瀉近5%。之後銀行、保險股齊發力
護盤下滬指探底回升，跌幅收窄。午
後，有色、煤炭板塊崛起，半小時後拋
壓洶湧，致大市二次插水。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76點，跌45點

或1.43%；深成指報10,055點，跌371點
或3.57%；創業板指報1,656點，跌89點
或5.11%，創兩年半來新低。兩市放量殺
跌，共成交 5,696 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前一交易日放大近五成。

保險銀行股逆勢撐市
盤面上，兩市僅保險、銀行股逆勢飄
紅，其餘板塊盡墨，約500隻股票跌停。
銀行板塊中，中信銀行升6%，江蘇銀
行、光大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

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升3%。
中航證券分析，金融工作會議提到發展
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抑制互聯網
金融等，直接導致了市場巨大的反差行
情。
該機構提到，周一A股3,200多隻股

票，只有100多家紅盤，屬於典型的「一
九行情」，賺錢效應驟降，從未來格局
看，由於政策的指向性，權重唱戲的狀態
還將維持一段周期，目前市場屬於非常極
端的狀態，繼續觀望是最好的策略。

強化監管不利新興板塊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創業板暴跌亦
有自身原因，創業板權重股風光不再，
有的巨額虧損，有的淨利潤大幅下滑，
溫氏股份、樂視網等昔日標杆悉數倒

下，有私募人士直言，目前創業板負面
情緒非常濃，讓投資者對創業板的高成
長性產生質疑。
國金策略分析師李立峰團隊認為，金

融工作會議對金融創新幾乎未有着墨，
取而代之的是強化監管，不利於市場風
格切換到新興板塊或純主題板塊，相反
藍籌價值投資仍成為監管部門主動引導
的方向。
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洪灝也認為，全國

金融工作會議上傳達的「防範系統性金融
風險、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等表態確實
影響了市場情緒，導致中小創資金恐慌性
出逃。而日前公佈的中小板、創業板多數
個股盈利不及預期，加上樂視網等事件的
發酵，市場越來越懷疑中小創業績增長的
可持續性。

孫宏斌：看好樂視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備受關注的樂視網2017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昨天召開，樂視
創辦人賈躍亭並未在股東會現身。
會上，融創中國（1918）董事局主席

孫宏斌直言看好樂視網上市公司業務，
但坦言當前面對困難頗多。

梁軍：優先處理關聯交易
據新浪網報道，在會上，股東的提問

主要圍繞三大問題：一是上市公司和非
上市公司還30億元人民幣的關聯交易，
將來怎麼處理？對此，樂視網CEO梁軍
表示：「關聯交易是我們現在非常關注
和急於優先解決的重大事件。」他稱公
司目前正在非常緊密地跟樂視非上市體
系的各個公司，包括實際控制人賈躍亭
一直在緊密溝通，會在半年報以及之後
陸續的報告看到。
對於樂視何時復牌的問題，公司董秘
趙凱表示，公司會根據推進的狀況決
定：「既然選擇了停牌並且申請了，肯

定是嚴格按照法律法規來進行。」
而樂視網和樂視影業是否會與萬達合

作？孫宏斌回應：「什麼可能都有。」
他說，萬達院線有優勢，跟萬達合作目
前還沒有談得很細。「王健林董事長還
是挺看好的，合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
的，但沒有具體方案。」「現在樂視影
業的股權都凍結了，現在什麼也談不
了。」孫宏斌表示。

不排除與萬達院線合作
孫宏斌還安撫股東：「目前的新樂視是

比較穩定的，新樂視，新團隊，新文化，
資金不是問題。」他表示：「確實也沒特
別多可說的，我一直看好樂視網上市公司
這塊業務，樂視影業、樂視致新、A股上
市的樂視網，肯定是看好的，但確確實實

有很多困難。」「我們的戰略是領先的，
只是管理和經營出現了一些問題，今後我
們將強化自製和大屏業務。」

供應商討債 股東會閃電結束
原定下午2時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因

樂視移動20家供應商堵門討債而未能按
時開始，且股東會在約十五分鐘內閃電
結束。會場外的債權人情緒一度失控，
企圖進入股東大會現場，衝突不斷，需
警察趕到現場維持秩序。
樂視控股相關代表趙磊出面對樂視股

東會現場債權人表示，賈躍亭目前在國
外，希望大家給樂視時間，樂視「認
賬」。由於賈躍亭此前已辭去樂視網董
事長一職，因此外界關注孫宏斌會否接
任樂視網董事長。

■孫宏斌(左)在股東大會上直言看好樂視
網上市公司業務。 網絡圖片

憂金融監管 A股爆小股災
貨幣政策料難寬鬆 500多股份跌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雖然
內地投資者對後市頗多顧慮，但海外投資者卻恰
恰相反。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指，
後者對A股的關注度正在增加。他表示，海外投
資者戰術性減配部分白馬消費公司，戰略上仍看
好這些公司的成長潛力。

戰術性減配白馬消費
高挺在昨天發佈的最新A股策略周報中指，受
益於納入MSCI指數，歐美投資者對A股市場的
關注正在增加。他提到，最近在歐美進行海外路
演，與投資者交流中感受到，海外投資者從全球
視野選擇A股，市場份額高、處於行業領先地位
的優質公司；全球性的獨特品牌價值（如白
酒）、或領先核心技術的行業龍頭；估值低於海
外可比企業，增長確定且增速更高的企業（如家
電類）等最受青睞。
不過，高挺同時表示，市場對四季度和明年的

經濟增速放緩預期並沒有發生變化，對經濟下滑
速度的分歧也未消失。他指下半年相對更看好大
銀行，原因是重資產企業的較好盈利，有助於資
產質量改善，另外表外信貸收縮、或表內化有利
於存款佔比較高的大型銀行。

瑞銀：海外對A股關注續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在中
集集團CEO兼總裁麥伯良昨日與碧桂園集團董
事局主席楊國強的見證下，中集集團旗下產城業
務板塊簽署增資協議，以約9.3億元人民幣引入
碧桂園地產作為戰略投資者。
中集集團發佈公告表示，引入具備產業協同效

應、市場影響力強的戰略投資人，是為了提升公
司的產城綜合開發能力，實現產城業務的可持續
發展。

中集9.3億引入碧桂園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公佈的內地二季度經濟增
長數據表現較好，或在較長時間內給人民幣多頭
更多信心，加上外圍疲軟美國通脹數據拉低美聯
儲後續加息預期，美元指數低位運行，助推人民
幣匯價反彈，人民幣兌美元即期CNY昨天大幅
收漲，與中間價同創近八個半月新高。人民幣兌
美元在岸價昨天16：00報6.7699，比上日升值
143 點子或 0.21%；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
6.7562，較上日升212點子或0.31%。

6月外匯佔款減逾343億
路透根據中國央行公佈的數據計算顯示，6月

末中央銀行口徑外匯佔款餘額為215,153.03億元
人民幣。據此計算，當月央行口徑外匯佔款減少
343.15億元人民幣。

人幣收盤創逾八個月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平安（2318）宣佈，旗下
陸金所的國際業務平台已經獲得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MAS）原則性批准資本市場服務牌照，昨
日正式在新加坡開業，並將在下個月上線，未來
將提供一系列海外財富管理服務。
獲得新加坡正式業務牌照後，陸金所將可為擁

有海外銀行賬戶或資產的投資者提供證券交易、
資管服務及托管服務在內的一系列財富管理服
務。陸金所國際平台將通過高效的端到端在線流
程和技術創新，通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為全
球普通個人投資者提供過去只有私人銀行客戶才
享有的豐富產品。

陸金所駐星洲提供資管服務

■胡潤解讀《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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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銀監機構促暫停向萬達放貸
香港文匯報訊 剛宣佈出售旗下632億元（人民

幣，下同）資產給融創中國的萬達集團，一下子到了
風口浪尖上。昨天有外媒報道指，內地銀行業監管機
構已經要求國有大銀行停止對萬達集團提供貸款，並
對萬達海外投資項目進行處罰。消息引發萬達多隻債
券下跌，香港上市的萬達酒店（0169）也下跌
7.25%。
《華爾街日報》周一報道稱，內地銀行業監管機構

在6月20日與國有大行高管開會，警告他們萬達集團
的海外收購要受到政府去年出台的限制資本外流規定
的約束。

涉及6個海外項目
彭博通訊引述消息報道，中國已經決定對萬達集團
6個境外投資項目進行處理，因這些項目屬於內地對

外投資嚴格管控的領域。消息人士稱，針對萬達集團
其中已經完成併購交割的4個項目，將不得從內地金
融機構融資，萬達也不得以項目標的做抵押從內地金
融機構融資。標的資產不得注入萬達集團控股的境內
上市公司。如果收購標的項目發生經營困難，萬達集
團不得從境內對其注資，也不得與集團境內資產進行
重組。萬達集團如果計劃向其他內地企業出售標的資
產，有關部門不得備案和批准。另外，對尚未開工的
2個項目，消息稱，在項目報備、外匯和貸款等方面
不得予以支持。

標普：列負面觀察名單
據報，6個項目中包括總投資10億美元的美國北歐

院線、投資12億美元的美國卡麥克院線，以及總投
資35億美元的傳奇娛樂等。

路透社6月曾指，內地銀行業監管機構曾下令讓多
家銀行評估對一些大舉進行海外併購公司的敞口，其
中就包括萬達。
昨天早上，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宣佈，將萬達集團的

核心資產之一萬達商業地產列入負面觀察名單，意味
着未來可能進一步下調評級。標普維持萬達商業地產
評級不變，仍為「BBB-」。

多隻相關債券下跌
上周，萬達將旗下13個文旅項目和76個酒店以632

億元出售給融創，旨在降低槓桿率。不過，標普認
為，萬達向融創出售資產「所造成的損失將抵消債務
減少帶來的好處，突然且數額巨大的交易損害了公司
穩定性，預計萬達商業地產的銷售額和收入將下
滑」。而且，標普對這個龐大交易只用四天時間敲定

（據財新報道）感到「出人意料」。
據華爾街見聞報道，消息傳出後，萬達多隻債券下

跌。昨天午後，15萬達01跌1.1%報97.11元，15萬達
02跌 0.16%報 97.34元，16萬達02跌 0.85%報 95.6
元，16萬達04跌0.65%報95.36元。

■有外媒報道指，銀行業監管機構已要求國有大銀行
停止對萬達集團提供貸款。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隨着CRS全球徵稅正式啟動，內地
高淨值人群海外移民變得更為謹慎。有
調查顯示，CRS的出現刺激着內地高淨
值投資者的神經，部分人已經着手避稅
規劃，馬耳他、安提瓜和多米尼克等
「避稅天堂」也因此成為內地富人青睞
的國家。

美國最適合投資移民
胡潤研究院與匯加移民在近日發佈的
《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指出，隨着

CRS話題的趨熱，有接近四成的內地高
淨值人士對於CRS全球徵稅比較了解，
其中15%已經開始有避稅規劃。在此背
景下，2017年「中國移民指數」排名較
去年相比有較大變動，素有「避稅天
堂」之稱的安提瓜和多米尼克首次在排
名中進入前十，並在稅務指標上獲得了
高分。此外，美國連續三年成為最適合
內地高淨值人群投資移民的國家，前兩
年一直在英國後面位列第三的加拿大今
年首次超越英國，列第二位，英國退居
第三，澳大利亞維持第四。

同時，海外房產、土地投資因為不位
列於CRS交換信息當中，使得高淨值人
群在海外置業上又出現顯著興趣，美國
在海外置業選擇上繼續衛冕第一，其
中，洛杉磯已連續四年成為內地高淨值
人群最青睞的海外置業和移民城市。
調查還顯示，富豪移民動機中，出於對

資產配置的要求逐步增高，84%高淨值人
群擔心人民幣貶值，比去年增長五成；此
外還有超過六成人認為未來3年內地房價
還會繼續上漲，平均三年漲幅26%，而這
些都是催生移民潮的主要原因。

CRS啟動 富豪規劃移民「避稅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