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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昨日大反彈
點

馬來西亞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Mindtell
Technology（8611）昨首日掛牌，股價造好，收報0.72元，較發售
價0.62元上升16.13%，全日成交股數為約 4,719 萬股，涉資4,110
萬元。每手5,000股，投資者賬面可賺500元。圖為一眾嘉賓昨出席
上市儀式。左9左為Mindtell Technology主席兼行政總裁鍾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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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明年全球經濟料增3.6% 首次下調

港股急升591點 後市仍審慎
分析：26000點未企穩 籲趁機減持科網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

宣佈連串救市措施，A股昨日強勢反

彈，滬指勁升逾4%，創32個月最大

單日升幅，帶動港股也急升591點，重上二萬六關，收報

26,153點，回到10天線之上，成交大增至1,146億元。內

地領導人「全方位救市」的言論，刺激買盤大量進場，內媒

更形容A股上演「大奇蹟日」。分析師指出，港股現階段只

算是技術反彈，需待中央正式推出實質措施後，才有望助大

市向上突破，投資者宜趁機減持高估值股如科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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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旗下的中國《金融時
報》表示，政府高度重視股

市的健康穩定發展，一系列有針
對性的改革新舉措，將陸續推
出，預期隨着未來各項積極政策
的落地實施、投資者預期的穩定
和信心的增強，低迷已久的A股市
場將迎來新的春天。
事實上，內地多項促進股市發
展的政策已迅速亮相，例如銀監
會及保監會制定《商業銀行理財
子公司管理辦法》，現向社會徵
求意見；基金業協會發佈《關於
對參與上市公司併購重組紓解股
權質押問題的私募基金，提供備
案「綠色通道」相關安排的通
知》等。各方已預期，後續一系
列更有力度、更大範圍的舉措將
連續公佈。

低吸舊經濟股 防守力強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沛豐表示，
港股目前只算是技術反彈，需待
中央推出更多實質的措施，並獲
市場的信心，後市才能突破向
上。他指出，有關的措施例如調
減個人稅及企業稅、加大基建投
放等，一天實質的措施未出台，
內地官員的言論只能當作「出口
術」，而恒指升越26,000點後，
未必容易企穩。
他建議，投資者應趁今番反彈
減持高估值的增長類股份，包括
科網、手機股，並減持基本因素
轉壞了的板塊，例如內房、汽車
股等。長線可考慮低吸舊經濟
股，他指內銀、基建、水泥股
等，較受惠國策支持，在估值上
防守力也較強。

倘季績失望 下試24000點
蘇沛豐預料，恒指短期大致於
25,000至 26,000點內波動，如果

第三季企業業績未合乎市場預
期，又沒利好消息刺激，恒指還
會進一步下試24,000點水平。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也

提醒，A股在內地監管部門「出口
術」下出現反彈，情況司空見
慣，若短期未能延續升勢又或沒
有實質措施，A股很快又會打回原
形。港股情況跟A股亦相差無幾，
畢竟短期局面仍未明朗，美國中
期選舉在即、禁止伊朗石油出
口、美處理沙特殺害《華盛頓郵
報》記者事件，以及美國將退出
美俄中程導彈條約(INF)，中美貿
易戰發展等，仍會左右港股去
向。另一方面，意大利財政預算
問題事態發展將繼續影響投資市
場氣氛。他預期港股仍繼續於
25,000至 26,200點水平徘徊。而
本周開始陸續有中企發佈第三季
業績，也應多加留意。

券商股爆升 海通漲近15%
中資金融股為昨日升市火車

頭，當中券商股的A股全線升停
板。地方國資計劃夥拍內地券
商，設立救市基金，券商股成為
升市最受惠板塊，海通(6837)爆升
14.6%，銀河(6881)升近13%，中
信証券(6030)升12.3%。
險資加快部署加倉A股，瑞銀維

持平保(2318)是行業首選，該股收
升3.3%，新華(1336)升逾5.1%，
太保(2601)升也近5%。此外，內
地公佈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
暫行辦法，納稅人子女教育支出
可以扣稅，教育股板塊睿見教育
(6068)急升近18%，新高教(2001)
升 15.7% ， 楓 葉教育 (1317) 升
11.8%。
另外，醫藥板塊也受追捧，當

中中生(1177)急升逾一成，是升幅
最大藍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競
文）監管層繼續以各種措施
撐A股。中證監主席劉士余昨
日出席中國基金業20周年論
壇時表示，正進一步推動資
本市場的全面對外開放，優
化完善滬深港通，扎實穩妥
推進滬倫通；又稱在推動基
金行業健康發展方面，將重
點做好五個方面的工作。
《中國證券報》則報道稱，
目前多家本土券商正在探討
與地方國資發起設立「類救
助」基金的可能性和可操作
性。
劉士余表示，中證監進一

步推動資本市場的全面對外
開放，包括推動A股順利納入
明晟新興市場指數（MSCI）
和富時羅素國際指數；大幅
放寬證券基金期貨行業外資
股比限制；放開外國人開立A
股賬戶政策，將在境外工作
的外籍員工納入股權激勵範
圍；放開外商獨資和合資私
募管理人登記。他又稱，在
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進程
中，中國基金行業迎來了新
的發展機遇。而中證監將重
點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
作。

五方面促基金業發展
一是鼓勵私募股權與創投

基金積極參與企業併購重
組、債轉股以及股權融資。
鼓勵各類各級政府管理的投
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管理人和券商資管等設立股
權併購基金，提升上市公司
的融資便利，改善上市公司
的治理結構，有效防範股權
質押風險。

二是充分發揮私募基金積
極作用，激發市場活力。進
一步健全適應創投行業的差
異化監管機制，研究完善併
購重組領域創投基金所投企
業上市解禁期與投資期限反
向掛鈎機制。優先支持設立
主要投資於民營企業的各類
股權和債權投資基金。推動
完善相應的財稅政策，進一
步支持私募股權基金投向高
新技術企業與產業。
三是大力發展公募基金等

機構投資者。在稅收遞延政
策支持下，做好養老基金產
品儲備，養老金賬戶銜接及
平台建設工作，為明年公募
基金納入養老金配置盤子作
好準備。持續改進公募基金
審批服務，加快發展權益類
公募基金。支持外資資管機
構從事權益類資產的資管業
務。四是鼓勵基金公司依法
實施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計
劃，充分調動專業人才的積
極性。五是完善基金銷售機
制，推進基金投資顧問隊伍
建設。

券商擬設「類救助」基金
另外，《中國證券報》昨

日引述券商人士透露，目前
多家本土券商正在探討與地
方國資發起設立「類救助」
基金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若最終落地，「類救助」基
金不僅可以紓解具有發展前
景但暫時陷入經營困難的上
市公司股票質押困境，還兼
具價值發現及促進企業發展
功能，對於企業、券商、地
方國資都是好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內地力圖維穩股市，大型國企回
歸A股的規模也受到影響。中國人
民保險集團（1339）昨日公告宣
佈，將A股發行數量確定為不超過
18億股，即是較中證監核准規模
少兩成。人保集團此舉有助緩和
對A股市場資金的「抽血」效應。
人保於去年5月提出發行最多約
46億股A股，今年9月獲中證監通
知核准A股發行規模不超過23億

股。昨日該集團公告稱，結合公
司A股發行方案和股東大會、董事
會對A股發行具體事宜的授權，將
A股發行數確定為不超過 18 億
股。
公告又稱，公司將實施戰略配

售，「將部分股票配售給符合法
律法規要求並符合本公司發展戰
略要求的投資者。」根據目前資
本市場情況及相關發行條件，公
司將結合市況擇機推進A股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
上財分中心、上海財經大學應用
統計研究中心昨發佈「2018年第
三季度上海市投資者信心指數」
披露，2018年第三季度機構投資
者信心指數為102.17點，與上季
度基本持平，比去年同期下降
17.72點，期內機構投資者對市場
的看法，雖然較去年同期而言相
對消極，但指數還算樂觀。
機構投資者信心指數的分類指

數呈現出不同的變化趨勢，其中
三季度機構投資者滿意指數跌幅
最大，下降27.5點。在關於「與
上月相比，您本月的投資收益如
何」的調查中，認為「投資收益
增加」的受訪者佔比從14%大幅
降至4%，認為「基本沒變」的受
訪者佔比從51%減至42%，認為
「收益減少」的受訪者佔比從
36%升至54%。
期內，個人投資者滿意指數降

幅同樣顯著，在關於對最近3個月

投資收益看法的調查中，感到
「滿意」的受訪者從5%下降至
1%，「不滿意」的受訪者佔比由
42%大幅上升至70%。
與之相反，機構投資者和個人

投資者的投資價值信心指數均有
上行。三季度機構投資者投資價
值信心指數131.11點，比二季度
大幅上升24.17點，同比亦上升
22.29點。受訪的機構投資者中，
認為「與合理投資價值相比，目
前的上證指數太低」的佔比，從
25%升至50%。

41%散戶指估值合理
個人投資者投資價值信心指數

亦大幅向上，認為「與合理投資
價值相比，目前的上證指數太
低」的受訪者比例，從36%升至
47%，認為「上證指數與投資價值
相當」的受訪者比例，從50%降
為41%，認為「上證指數太高」
的受訪者比例，從 14%降至
12%。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初，分析師幾乎一
致看好強勁的全球經濟前景。據路透最新調
查顯示，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首次變
黯淡，預期增長3.6%，受訪分析師表示，
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戰以及金融環境收緊，可
能會引發下一場經濟滑坡。

七成經濟體增長已見頂
路透本月對逾500名分析師的調查顯示，

調查涉及的44個經濟體當中，有18個經濟
體增長前景遭下調，23個維持不變。只有三
個經濟體的前景小幅上調。雖然從去年1月
以來，路透調查就一直在強調貿易保護主義
帶來的風險，但最新調查暗示，44個經濟體
中約有70%的成長已經見頂。
匯豐 (HSBC)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Janet
Henry指出，目前全球經濟呈現出一種簡單
的動態：美國正在蓬勃發展，但世界上其餘
多數地方卻放緩甚或停滯不前。這種分化正

在許多新興市場造成令人不安的壓力。他
指，美聯儲正加息以防止美國經濟過熱，這
限制了金融環境收緊和貿易緊張形勢加劇的
國家之政策選項。
近150位分析師中的多數人都認為，觸發

下一波全球經濟滑坡的兩大主因是，美中貿
易形勢進一步升級，及全球股市重挫或國債
收益率急升導致金融環境收緊。

「貿易戰不會有贏家」
凱投宏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Neil Shearing

指，第一，全球貿易戰不會有贏家。即便整
體代價溫和且天秤傾向於較開放的經濟體，
但最後所有國家的處境都將比現狀糟糕。他
認為，貿易戰會給經濟增長帶來持續的損
害，並造成產出永久性的喪失。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威脅除了先前已對

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開徵關稅外，還將對
2,670億美元的商品徵稅。這一金額基本上

相當於全部進口自中國的商品。中國則已採
取反制措施。
被問及一個額外問題的追蹤美國經濟的分

析師中，多數表示未來幾年美國對中國的經
濟政策將變得更加對立。

和上次調查相比，美國加息快於預期，這
預示到明年底時美國經濟增長將明顯放緩，
即使美國經濟目前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
推動力。
但僅略過半數的人預期美國薪資增長在下

次衰退前會明顯加快。加拿大豐業銀行首席
分析師Jean-Francois Perrault指出，美國給
自身造成損害的風險正在加大；全球經濟前
景面臨的主要下行風險，仍然是特朗普政府
的關稅政策。

中美物價上漲禍延全球
貿易行動不斷升級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中美物價均上漲、兩國消費者購買力下降、
輸入成本增加、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強，以及
可能的加息行動，這些影響可能從兩國向外
蔓延。
調查顯示，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料將保持強

勁，預期與7月預計的3.8%一致。但2019
年的增長預期為3.6%，為2017年7月開始
就該期間增長率進行預測以來首次下調，並
且低於國基會(IMF)最近對2019年增長率的
預期3.7%。中國、土耳其、非洲和拉丁美
洲未來一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均被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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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路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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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日重上26000關，騰
訊亦大升逾3%。 中通社

A股投資者信心指數回落

中資券商股昨表現突出
股份 昨收(元) 升幅(%)

海通證券(6837) 7.55 +14.6

銀河證券(6881) 3.75 +13

中信証券(6030) 13.72 +12.3

光大證券(6178) 6.80 +10.9

中州證券(1375) 1.88 +10.9

中金(3908) 13.16 +10

廣發(1776) 9.56 +9.1

國泰君安(2611) 16.98 +4.2

製表：記者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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