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股全周暴瀉股全周暴瀉99..66%%
環球股災 內地經歷黑色星期五 滬綜指曾挫6%

A股大跌原因
一. 由美債拋售潮引發的全球
跌市，骨牌效應引發A股聯
動；

二. 信託資金降槓桿，導致部
分信託資金需出售股票套
現，在缺乏市場流動性的背
景下，集中賣出股票令股價
大跌；

三. 資管計劃降槓桿，擁有資
管計劃股東的公司股票面臨
減持壓力；

四. 股權質押融資需按照新的
規定重新進行規範，要求對
超過風險控制指標的業務在
限定的時間裡進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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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市場陰雲密佈，致滬深兩市大盤昨日雙雙
低開。早盤起，權重股在隔夜外盤股市大跌

影響下大幅低開低走，尤其是保險、券商以及周期
股等高位權重更是主力殺跌重災區。從板塊來看，
煤炭開採、水泥跌幅均超7%，排名跌幅榜前二位
置。證券板塊跌逾6%，可燃冰、有色冶煉加工、
中字頭股票等都跌破5%。樂視網經歷過一次開板
後，昨日跌停開盤，之後雖然開板但也一直在低位
震盪，尾盤再次跌停，收報4.57元（人民幣，下
同），換手率達17.62%，全天成交額24.8億元。

逾百股跌停 深成指險守萬關
總體而言，昨日全部板塊飄綠收盤，超百股跌
停，市場內一片哀鴻遍野。截至收盤，滬指跌
4.05%報3,129.85點，並在本周內暴跌333點，跌
幅達9.6%。深成指跌3.58%報10,001.23點，創業
板指跌 2.98%報 1,592.51 點。兩市總計成交
4,942.26億元。

學者：美股是最大泡沫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金融

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表示，滬綜指暴跌的原因
主要還是受到美股的影響，是一種輻射，一種影
響，一種聯動，中國的市場之前實際上漲得很少，
如果沒有美股暴跌的情況，不會出現這麼大幅度的
下跌。「美股之前的確漲得太高，是全球最大的泡
沫，最大的危機。美股大幅度的下跌，一定會對中
國的市場帶來很大的影響。」

不過吳曉求亦承認，A股本身內在的因素也有，
比如一些比較嚴厲的監管措施，包括信託產品清
盤、降槓桿等等。這些因素內外夾擊，所以才出現
了暴跌這種情況。但他相信，A股再次發生「股
災」的概率比較小，除非是人為的因素。「有一些
監管措施需要平和一些，現在有一些太過了。」

專家籲決心整頓清內傷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則認

為，當前A股的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內傷，不是
一次手術、一次急救所能解決，必須靠堅持不懈的
改革來休養生息、強身健體。他提出，要清除病變
基因。改善體質是上市公司自己的事，但這需要監
管機構的監督和倒逼，手段看上去複雜，其實最重
要的一條，是通過嚴刑峻法建立嚴格的懲罰機制。
「該退市的退市，該罰款的罰款，該禁入的禁入，
A股需要徹底的清理，投資者需要一個乾淨的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人行
昨日公佈的人民幣中間價報6.3194，
較前一日的「新匯改」後高位下調
372點，創逾1年的最大跌幅。離岸
CNH和在岸CNY午後雙雙走強，其
中CNH一度狂升900餘點。有交易
員認為，人民幣整體仍有望維持升
勢。

CNH及CNY午後走強
昨日離岸CNH和在岸CNY未受中

間價暴跌影響，止住了前一日的跌
勢。午後CNH逐漸走高，下午3時
45分，曾在一分鐘內飆升368點，來
到全日高位6.2761，較前一個交易日

狂升900餘點。CNY的走勢亦類似，
午後升幅急劇擴大，在半小時內攀升
逾 330 點子，於下午近 5 時高見
6.2941。截至昨晚七時，CNH 報
6.3146，CNY報6.3002，較前一日收
盤價分別升值546點和269點。

人幣有望維持升勢
路透引述交易員指出，這兩日離岸
CNH對在岸CNY的影響較美匯指數
更為明顯，而隔夜全球股市重挫並未
繼續推高美元指數，相信人民幣仍有
望整體維持升勢。
一中資行交易員表示：「感覺離岸

的干擾差不多了，後面也要看看美元

到底怎麼走吧。」他們相信，中國公
佈通脹數據符合預期，對匯市影響甚
微。
另一外資行交易員稱：「很多機構

還在搞系統，有的機構的授信還沒有
搞好。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交易量，估
計得影響一半，點差擴大了，容易詢
不到價格。」一些客盤仍會抓緊結匯
的好時機，匯價短期或趨穩，以尋求
新的平衡區間。
另外，臨近春節，客盤成交意願都

比較淡，不少企業已經放假。而在當
前成交量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外匯交
易新系統磨合期亦一定程度加劇市場
波動，點差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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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海航集團昨與中信銀行
在京簽署戰略合作協定，中信銀行對海航集
團戰略授信200億元人民幣，並度身定制綜
合金融服務方案，進一步深化雙方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中信銀行行長孫德順、副行長楊
毓、風險總監姚明，海航集團董事局副董事
長兼首席執行官譚向東、海航集團董事局董
事、海航資本董事長湯亮、海航集團財務總
監徐洲金及各產業集團相關領導出席簽約儀
式。徐洲金和楊毓代表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
定。
雙方一致認為，此次戰略合作將為海航

集團實現戰略轉型、海南航空業高品質發
展，以及鑄就民族品牌保駕護航。據悉，通
過此次簽約，中信銀行將為海航集團的戰略
轉型提供最佳綜合服務解決方案。

海航提前支付債券利息
為避免因農曆新年假期而導致利息支付

可能出現的任何中斷，海航集團(國際)昨宣
佈，已支付90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該債
券價值3億美元，利率為6%，到期日為
2019年，計劃支付利息時間為今年2月20
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國家發
改委於去年12月頒佈了《企業境外投資管
理辦法》（下稱11號令），該法將於今年
3月1日起正式施行。屆時，2014年頒佈
的《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
將廢除。司徒維新律師行中國事務部總監
冼一帆昨在總商會活動上表示，相信11號
令實施後，對香港的影響較大。

內地99%資金經港外出
冼一帆表示，香港一直是內地企業「走
出去」的重要窗口，很多內地企業會在香

港設立分公司再向外投資。他又指，中國
內地有99%資金會先經香港，再投資海
外，11號令實施後，經港的投資也會受到
監管，對香港的影響大，而內地企業對外
投資亦將變得更審慎。

旨在打擊虛假投資項目
他認為，新監管並非壞事，監管代表國
家關心企業經營，因為重點是為打擊虛假
投資項目，他相信往後的虛假投資將減
少，而真實投資則視乎經濟發展。他強
調，11號令的出台不代表中央不鼓勵對外

投資，而是鼓勵真實項目投資，以及投資
項目符合國家的投資政策。
11號令指出，中國內地企業開展境外投

資應當履行項目核准、備案等手續，其
中，投資主體直接或通過其控制的境外企
業開展敏感類項目需經國家發改委核准。
11號令還強調，中國內地企業在港澳台地
區投資或者通過控制的港澳台企業向境外
投資者，也受此《新辦法》監管。對擅自
在境外投資，或在境外投資過程中有不正
當競爭、損害國家利益和安全等行為的企
業實行懲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致同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發表最新《亞洲私
募股權投資觀點2018》報告。該行全國交
易諮詢服務負責人湯飈昨表示，自內地政
府去年8月收緊海外投資後，去年全年內
地企業海外併購金額按年減少40%。不
過，他認為隨着「十九大」強調推動「一
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後，內
地企業更了解政府要求，因此今年併購金
額可望回升，有利促進內地私募股權業前
景。

看好「一帶一路」帶來契機
他續指，以私募股權支持的市場併購，
在全球市場及歐美等主要市場均錄得下
跌。不過，以私募股權支持的市場併購在
亞洲則於2017年首9個月按年升約129%
至480億美元。由此可見，在內地政策明
朗化後，內地私募股權業與企業海外併購
業務，特別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併購
項目，擁有一定發展潛力。

不過，湯飈認為今年是內地私募股權與
內地企業對政府政策的「適應期」，雖然
他相信今年農曆新年過後，3至4月的海
外併購相關活動開始「重回軌道」，並於
下半年逐步「收復失地」，但他同時指
出，海外併購活動未必能回到前年的火熱
情況。

醫療保健業最吸引投資
在行業分類方面，湯飈認為，隨着內地
人口日漸老化及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對優
質醫療服務的需求將上升，故他預料私募
股權機構會大力投資醫療保健行業，相關
併購活動可望上升。此外，在內地消費轉
型升級的大環境下，他預期電訊、媒體及
科技、可再生能源、教育和先進製造等較
高端行業，將吸引內地私募股權增加在相
關行業的投資。
談及近期股市轉差這現象時，湯飈認為

股市起跌與私募基金活動不一定有直接關
係。不過，他同時指出若股市持續低迷，

市場情緒全面轉為悲觀，或會影響投資者
投資到私募股權基金的比例，屆時或會影
響私募基金，以致內地企業的併購活動。
此外，湯飈又認為即使美國加息引致借

貸成本上升，都不會令內地私募股權與內
地企業大幅減少併購活動，因為它們早已
籌足資本併購金額不大的企業。不過，較
大型的併購活動可能會減少，因為利息成
本上升會打擊它們的併購意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常
德鵬昨在新聞例會上表示，經過周密準備，
原油期貨將於3月26日在上海期貨交易所子
公司上海能源交易所掛牌交易。

將引境外投資者
上海期交所表示，原油期貨將引入境外

投資者參與，探索期貨市場國際化的市場運
作和監管經驗。

上期所指出，原油期貨作為中國第一個
國際化的期貨品種，將引入境外投資者參
與，探索期貨市場國際化的市場運作和監管
經驗。
上期所並稱，中國原油期貨上市後，有
利於形成反映中國和亞太地區石油市場供需
關係的價格體系，發揮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
基礎作用；能夠為實體企業提供有效的套期
保值工具，規避價格波動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環球股市下挫，A股也在劫難逃。

昨日滬綜指再度跌破3,100點整數關口，跌

幅一度超過6%，創2016年年初熔斷以來單日最

大跌幅，收跌 4.07%報 3,129.85 點。深成指跌

3.58%收報10,001.23點，較今年1月25日的高位下

跌了1,600餘點，與2015年 6月「大時

代」的18,098點高位相比，差距進

一步擴大到8,000多點。創

業 板 亦 跌 2.98% 報

1,592.51點。

■■滬綜指昨日低開低走滬綜指昨日低開低走，，
收市跌逾收市跌逾44%%。。 美聯社美聯社

人民幣中間價創1年最大跌幅

致同料內企今年併購回升

內企境外投資新規對港影響大

■■湯飈指湯飈指，，內企併購回升促進私募股權內企併購回升促進私募股權
業前景業前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攝

海航獲中信銀行200億元授信

原油期貨下月上海掛牌

■■海航集團昨海航集團昨
與中信銀行在與中信銀行在
京簽署戰略合京簽署戰略合
作協定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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