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股成交不足千億「熔斷」後新低
多重利淡抑信心 弱勢調整或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受

到中美貿易戰陰霾、人

民幣匯率下跌等不利因

素影響，昨日A股維持

寬幅震盪，盤中沖高回

落，收市滬深三大指數

漲跌互現，其中滬綜指

盤中再度創下兩年半新

低，下探至2,652.7點，

低收0.18%，單日成交

不足千億（人民幣，下

同），亦是2016年初熔

斷制度終止以來最低。

分析師認為，各項指標

仍然顯示出市場情緒高

度謹慎，在貿易戰形勢

明朗前，投資者不太可

能大舉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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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佈的人民幣中間價昨報
6.8488，較前一交易日下跌99個基

點。早市三大指數低開後均震盪向下，
臨近中午前，5G、國防軍板塊突然發
力，帶領滬深大市反攻翻紅。午後又掀
起一輪殺跌，大盤股萎靡，打壓市場人
氣。滬綜指盤中再度創下兩年半新低，
下探至2,652.7點，逼近2015年的2638點
「股災底」，至尾市才迎來小幅反彈。

工藝商品逆勢漲超3%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664.8 點，跌
4.68 點，或 0.18%；深成指報 8,168.1
點，漲9.61點，或0.12%；創業板指報
1,395.17點，漲4.35點 ，或0.31%。兩市
共成交2,211.41億元，滬市成交萎縮至千
億元以下，僅錄得 968.85 億元。盤面
上，工藝商品、可燃冰板塊大漲超3%，
油氣設服、頁岩氣、5G概念等亦飆升超
2%。鋼鐵、煤炭、水泥建材等領跌兩
市，前兩者都重挫逾2%。
內地媒體援引鋼鐵業內人士稱，相關
部門在環保限產措施上有所放鬆，或取
消限產比例要求，此舉將導致鋼價下
跌。市場傳言一度引發鋼鐵期貨驟跌，A
股鋼鐵板塊亦難倖免。但盤後據《中國
證券報》報道 ，生態環境部宣教司稱，

上述確認是不實消
息，是大家對文件
的誤讀。
瑞銀證券中國首

席策略分析師高挺
指出，總體來說，
儘管近期A股估值
已回落至低位（接
近2015年中大跌、
和 2016 年初「熔
斷」時的水平），
各項指標仍然顯示
出市場情緒高度謹
慎，過去十個交易
日的日均成交金額
不到2,600億元，經濟增長前景不明朗、
政策力度不確定，是抑制投資者信心的
重要因素。

專家：經濟數據影響政策
高挺透露，根據瑞銀證券與投資者的

交流，在貿易戰形勢明朗前，投資者不
太可能大舉佈局倉位，故建議投資者短
期內維持防禦姿態，並超配公用事業、
食品飲料、保險和旅遊。此外，本周五
將公佈內地8月經濟數據，而政策放鬆的
力度也將取決於經濟數據的變化。

另據湘財證券分析，在深成指連創三
年新低的同時，滬指步其後塵跌破2,638
點只是時間問題，目前市場仍將維持弱
勢調整格局，穩健型投資者應繼續觀
望。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目前市場正浮

現回購金額創新高等幾個重要的底部信
號。據券商中國記者統計，截至本月10
日，今年以來，累計有480家公司實施
652次回購，累計回購33.44億股，回購
金額達到238.61億元，較2017年全年高
出159.44%，創A股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以「弘揚絲路精神 凝聚產業力量」
為主題的第九屆中國西部文化產業博覽
會11日在西安落下帷幕。本屆西部文博
會共吸引了來自英國、意大利、伊朗等
12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內地28個省市的
近千家展商參展，在為期4天的會期裡，
各國展商經過深入洽談，最終共簽訂合
作項目45個，總簽約額達310多億元人
民幣。而在這些簽約項目中，數字創意
產業顯示出強大的市場號召力，幾乎佔
據半壁江山，成為眾多投資商競相追逐
的「新寵」。

45簽約項目投資多數過億
據了解，作為西部文化企業和單位

破解融資難發展瓶頸的一項具體舉
措，已連續舉辦8屆的西部文博會，
不僅匯聚了目前中國最為熱門的文化
產業，同時也成為文化金融產業聯姻
對接的極佳合作平台。本屆西部文博
會由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國家廣播電
視總局、陝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其他西部十一省（區、市）政府協
辦。大會共設置了1場展覽、1個主論
壇、4個分論壇，以及10餘項賽事、
演出、推介等多項配套活動。
在開幕第二天舉行的中國文化產業項

目推介會上，浙江、廣西、四川以及陝
西等省、自治區，分別拿出16個普遍具
有文化內涵深厚、建設要素齊全、市場
前景看好、示範帶動性強、預期效益大
的項目進行重點推介，吸引了500餘家
海內外投資商的關注。在隨後舉行的集
中簽約儀式上，共有45個項目成功簽
約，總簽約金額達310億元人民幣。這
些項目中不僅有文化投資、出版傳媒、
影視演藝、文化旅遊、文化園區等傳統
門類，同時也出現了文旅科技融合、數
字創意以及特色文化小鎮等多個新興文

化產業門類，項目規模和質量較往屆均
有大幅提升。
據悉，此次簽約的45個項目，大部

分都為投資額過億元的大項目。這些
項目的落地，不僅對打造旅遊產業巨
艦，搶佔中國數字創意產業發展先
機，激發文化產業創新活力等方面具
有積極作用。同時也對完善西部地區
文化產業鏈條，提高行業集中度和產
業效益起到了引領示範作用。

新經濟「擔大旗」或成常態
經過對簽約項目認真梳理，記者發現，

位列中國五大戰略性新興支柱產業的數
字創意產業，成為西部文化市場的資本
「新寵」。其中，陝西VR數字化技術
研究實驗室項目、《數字紅色延安》VR
預覽系統項目、北極星數字文化產業園
項目、西北文化創意產業園項目等等，
被海內外投資商普遍看好，在簽約後隨
即安排了啟動的時間表。文博會現場專
家表示，在國家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下，
數字創意產業發展迅猛，正朝着「知識
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
大、綜合效益好」的方向發展。它代表
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
也是獲取未來競爭新優勢的關鍵領域，
因而，文博會數字創意產業擔當主角並
不為奇，未來或將成為一種常態。
此外，隨着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市

政府對小鎮建設的高度重視和政策支持
力度的加大，特色文化小鎮建設關注度
不斷提升，進入井噴態勢。本次簽約項
目中便有皈心田園、牛背梁、中國蘋果
第一村等多個特色文化小鎮項目。這些
項目立足於濃厚的文化底蘊，深挖當地
文化淵源，植入當代元素，形成文化綜
合體。項目是時候最終讓遊客和村民看
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讓地
方文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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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在展位上現場交流洽談參展商在展位上現場交流洽談。。 記者李陽波記者李陽波 攝攝

■滬指收報2664.80點，一度創出兩年半新低。圖為成都某證券營業部的股民關注大盤走勢。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龍湖集團（0960）公佈，
8月單月實現簽約額 173.2 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 43.6%，簽約面積 109.9
萬平方米。1至8 月累計簽約額 1,316.6 億
元，再創歷史新高，達成2018年銷售目標
65.8%，累計簽約面積 820.1 萬平方米。
分區域來看，8 月西部區域簽約額 50.6
億元，環渤海區域簽約額 52.5 億元，長三

角區域簽約額 42.5 億元，華中區域簽約額
10.7 億元，華南區域簽約額 16.9 億元。

重慶項目簽逾2 億居首
西部區域方面，重慶舜山府簽約額超

2 億元，摘得全市別墅產品簽約金額榜榜
首，椿山簽約額近 3 億元，簽約套數近
200 套，均位居全市洋房產品簽約榜第四

名，九里晴川簽約額超 3 億元，位居全
市洋房產品簽約金額榜第五名。

保利置業首8月合約銷售296 億
另外，保利置業 (0119)宣佈，保利置

業、及子公司連同其合營及聯營公司今
年首8月的合約銷售額折合296 億元，合
約銷售面積約為164.2萬平方米。

龍湖首8月簽約逾年目標65%

香港文匯報訊 戶
外媒體公司雅仕維
（1993）昨公佈，集

團旗下上海雅仕維廣告公司獲授港珠澳
大橋媒體資源獨家特許經營權，覆蓋港
珠澳大橋珠海人工島所有媒體，觸及經
大橋出入港、珠、澳三地邊境的所有旅
客。
雅仕維指，大灣區是國家級的發展戰

略，而港珠澳大橋更是其中極為重要的
一項投資，對推動大灣區整體發展，特
別是與香港及澳門的互動起了舉足輕重
的作用。同時有賴港珠澳大橋將三地相
連，勢將為珠海帶來經濟起飛的局面。
雅仕維主席兼執行董事林德興表示，

雅仕維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公司，很榮
幸於年內繼珠海機場後，獲得港珠澳大
橋媒體資源獨家特許經營權，能以一己
所長參與這個國家級項目，進一步擴大
於大灣區內的媒體資源版圖。在大灣區
的格局中，珠海是華南僅有仍然具備龐
大發展潛力的經濟特區，特別是以絕佳
的地理優勢，成為唯一連接廣州、香港
及澳門三大經濟區的交通樞紐。

珠海機場客流年增50%具潛力
事實上，珠海蓬勃發展的序幕已經拉

開，林德興指，在過去一年，單以珠海機場
的客流量計已增加了50%。因此，獲得珠海機
場及此項國家級項目，無疑將有助集團把握區

內無限的發展商機。「我們將充分利用成功的
『空間管理』模式，打造觸動人心的廣告，令
出入境客群過目不忘，增加廣告客戶的媒體曝
光率，從而達至三贏局面。」
被譽為「現代世界七大奇蹟」的港珠澳大
橋，由珠海和澳門口岸到香港口岸全長約
41.6公里，是唯一一個與香港、澳門及珠
海陸路相通的交通樞紐，實現粵港澳30
分鐘經濟圈，預計今年第四季度將正式
啟用。
坐擁港珠澳大橋口岸的珠海，正是連接粵港

澳三地交匯的重要腹地，而隨着「港珠澳大橋
經濟區」成立，進一步推動與港澳深度合作。
新的跨境通道落成，也為雅仕維創造龐大
商機。

雅仕維獲港珠澳大橋媒體特許經營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註冊於香港的歐洲高端醫療酒店本
慧瑪雅在滬宣佈，瑪雅醫學正式登陸內
地。本慧瑪雅董事長Olaf Schulz-Lobeck
預計，食品安全、人口老齡化、高淨值
人群增多等多重因素疊加，內地康養產
業將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成熟期。
據介紹，本慧瑪雅以奧地利百年歷史

的瑪雅醫學及療法為核心，提供高端私

人定做整體身心健康管理產品，涵蓋1至
6級食療、900多種替代醫學的理療、心
理治癒個案及群體課程、運動醫學個案
及群體課程。此次本慧瑪雅分別與徐州
白塔湖康養產業投資發展公司、上置集
團公司、中國銀地投資公司、深圳粵健
康集團公司等簽署了合作意向書。
Olaf Schulz-Lobeck提到，康養行業前

期投資大、回收周期長，又需要良好的

資金能力支撐，缺乏醫療服務管理經驗
和資源儲備，實為資金實力雄厚的傳統
地產開發商之痛點所在，故與專業醫療
服務機構合作，將是傳統地產商涉足康
養行業的必經之路。
據透露，瑪雅醫學研究院未來也有望

在內地成立，為本慧瑪雅酒店培養優秀
醫務服務人員的同時，還將持續不斷進
行基礎研究。

歐洲高端醫療酒店進軍內地

����

����

����

�0���������1�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