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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市民置業意願兩年最高
樓市現小陽春 清明假期銷售翻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大幅調降、央行
連續13個交易日未開展逆回購操作，疊加A
股一路攀爬後的回吐壓力，本周首個交易日
震盪加劇，最終滬深三大指數不同程度下
挫，其中滬綜指微微下探0.05%，但創業板
指大跌了超2%，兩市成交再破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江蘇鹽城決定徹底關閉響水
化工園，產能收縮和漲價預期引爆A股化工
板塊，逾30隻個股掀漲停潮。

化工股逆市掀漲停潮
滬綜指、深成指、創業板指分別高開
0.76%、0.91%和0.6%，大市小幅衝高後即
持續震盪向下，滬綜指最多跌逾1%，低見
3,211點，尾市雖觸底反彈，但，最終仍以綠
盤報收。收市時滬綜指報3,244點，跌1點或
0.05%；深成指報 10,351 點，跌 63 點或
0.61%；創業板指報 1,739 點，跌 37 點或
2.12%。兩市共成交10,670億元。
農藥獸藥、化肥、鋼鐵、化工、水泥建材
等行業板塊升幅居前，農藥獸藥逆市飆升近
7%。化工板塊大漲3%，丹化科技、安諾其
等逾30隻化工股掀漲停潮。
當地媒體報道，江蘇鹽城市委常委會議決

定徹底關閉響水化工園。此外，江蘇省政府
辦公廳日前發佈通知，稱到2020年底全省化

工生產企業數量減至2,000家，到2022年不
超過1,000家，並計劃對全省50個化工園區
開展全面評價，根據評價結果壓減至約20
個。
分析指，環保安監風暴之下，化工行業料

將迎來新一輪供給收縮，是化工行業供給側
改革的開端，化工產品漲價趨勢或將蔓延。
不過，針對響水化工園區徹底關閉的報道，
安諾其、聯化科技、雅克科技等公司午間皆
公告稱暫未收到相關文件。

民航機場板塊挫近5%
貴州茅台大漲4%，盤中高見908元，收報

900.2元，突破900元大關，再創新高。高盛
上調茅台2019至2022年每股收益預估1.2%
至1.7%，12個月目標價由1,016元升至1,033
元，這是三周內高盛第四次上調茅台目標
價。民航機場領跌行業板塊，重挫近5%；
通訊、航天航空、電子信息、文教休閒、軟
件服務、券商信託、工藝商品跌幅均超
2%。
滬深300指數收於4,057點，瑞銀證券中國
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發佈最新內地股票策略
稱，該指數落在瑞銀2019年基準情景目標位
（3800）和樂觀情景目標位（4200）之間。
在他看來，近期宏觀和企業盈利數據還不足
以說服其從基準轉向樂觀情景。

利淡疊加 A股走弱

■劉潔(右二)稱內地債券市場發展潛力大，政府亦有不少政策配
合。 記者岑健樂攝

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
中心、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

計研究中心昨日發佈的「2019年第
一季度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社會經
濟指數系列」顯示，一季度上海市
消費者購房意願指數達到74.8點，
同比、環比分別增16.4點和 13.6
點；買房預期指數環比大升14.7
點，同比升12.9點，錄得近兩年來
的最高點位。
22.1%被訪者認為當前是購房的
「好」時機，環比和同比分別增加
了5.3和 5.2個百分點；認為時機
「不好」的消費者佔47.5%，環比
和同比分別大降8.2和11.1個百分
點；選擇「一般」的消費者為
30.4%，環比、同比都有所增加。

歷兩年調整出現鬆動
課題組總負責人、上海財經大學

應用統計研究中心主任徐國祥教授
分析，一季度消費者對於購房時機
的評價，正由「不好」向「好」調
整。
他指出，本輪調控以來，上海
市樓價經歷2年多的調整逐步出現
鬆動，又恰逢非滬籍的剛需獲得
買房入場券，市場交易出現了久
違的活躍跡象，越來越多的消費
者認為當前是購房好時機。這表
明樓市逐步回歸理性，房價出現
鬆動，本輪調控效果越來越得到
消費者的認同。
至於消費者在未來六個月的購買

預期，相對上季度也出現較大幅度
調整，有 24%消費者認為時機
「好」，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都增
加了 5.4 個百分點；而認為時機
「不好」的有45.4%，環比和同比
分別大降9.3和7.6個百分點。

同時，53.3%的受訪者認為房地
產市場調控政策有效，同比大幅提
高了18個百分點，且首次超過半
數；僅17.4%消費者對該項工作評
價投了不滿意票，比上季度減少2
個百分點，同比下降10個百分點，
一季度消費者對調控效果的滿意度
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另外，進入4月，上海樓市維持

小陽春格局。往年清明假期樓市有
休市傳統，但今次小長假新房市場
成交5.2萬平方米，相較去年同期
成交量的2萬平方米，已經是有翻
倍。其中小長假前兩日新建住宅網
簽分別簽約80套與169套，較去年
同期的 54套和 60套，同比上漲
48%和182%。
據上海中原地產數據顯示，上海

上周(4月1至7日)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面積16.8萬平方米，環比減少

32.6%。對於4月首周出現成交回
落，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
曦分析稱，月初成交有低開的慣
例，且恰逢清明小長假，假期成交
低於平時是常態。但成交量依然維
持今年平均成交水平，應當認為表
現依然不錯。

成交均價環比升2%
雖然成交回調，但中高端產品明

顯有起色，因有多個改善型產品入
市，中高端樓盤佔比多數，成交均
價升至56,554元人民幣/平方米，
環比漲2.0%。
盧文曦表示，前期有剛需產品預

熱市場，近期中高端改善產品亦漸
熱，產品多樣性對交易情緒以及成
交穩步向上有積極作用。預計經過
短期的震盪，後續成交將繼續向上
攀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
Alfred Schipke昨日表示，現時內地債券
市場的國際化程度有限，外資持有債券
比例僅約2%。惟隨着內地經濟與債券市
場規模日增，加上中央政府將加大金融
開放，相信該比例可進一步提升。
惠譽亞太區主權評級主管 Stephen
Schwartz表示，內地作為全球第三大債
券市場，月初獲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
合指數，有助提高債券市場在內地資本
市場的佔比，令內地資本市場的發展更
為平衡。

企業債違約料增惟水平較低
另外，他認為，今年內地企業債有再

融資壓力，故預計國企債券及非國企債
券的利差持續擴大，而企業債違約將會
繼續增加，但內地整體債券違約水平仍
較國際水平低。他續指，由於市場對內
地債券剛性兌付的印象仍然強烈，故內
地債券市場的改革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出席同一場合的渣打香港中國宏觀策
略部主管劉潔認為，現時外資主要投資
國債及政策銀行債。而內地債市本月起
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預計到

明年11月將促使
約 1,200 億美元
流入內地債市，
平均每月約60億
美元。同時，今
次納入將提升內
地債市被其他國
際指數納入機
會，進一步國際
化，有利內地債
市健康發展。
劉潔續指，內

地債券市場發展
潛力大，政府亦
有不少政策配
合，如早前為吸
引外資購買內地
債券，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及增值稅，
為期三年，以及容許國際評級機構進入
內地市場發展業務等。

渣打：關注暫免徵稅細節
不過，她同時也指出，內地債市仍存

不少改善空間，首先是內地評級機構間
的競爭非常激烈，令內地企業容易得到
一個相對較好的信貸評級，影響評級公

信力。另外，內地政府暫免徵收外資購
買內地債券稅項的細節仍未𨤳 清。
此外，外資有多種方式投資內地債

市，包括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計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計劃以及北向「債券通」
等。然而，上述措施的實施細節，產品
市場分類都有所不同，令市場的透明度
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建設
銀行與波士頓諮詢公司（BCG）昨在京發佈的2019
年內地私人銀行市場發展報告表示，2018年內地個
人可投資金融資產的規模總量為147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600萬元人民幣以
上的高淨值人士數量達到167萬人，內地財富市場體
量世界第二的地位進一步鞏固。然而受到外部經濟環
境、監管環境和資本市場表現的影響，2018年內地
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增速僅8%，較過去五年平均增
速16％的水平有明顯下降，尤其是股票、信託、私
募類產品的增速都有較明顯下降。預測到2023年個
人可投資金融資產總額有望達到243萬億元人民幣，
年複合增長率回升至11%左右。按照內地金融機構口
徑，個人可投資資產達到600萬元即為高淨值人士。
個人可投資資產包括離岸資產，不含房地產、奢侈品
等非金融資產。

高管專才群體佔比續擴
報告顯示，經營企業是高淨值人士主要的財富來
源，通過經營企業獲得分紅或通過企業股權變現實
現，個人金融資產增值。工資和福利佔高淨值人群財
富來源的比例也在穩步上升，預計未來企業高管、專
業人才等群體進入高淨值人士群體的規模將不斷擴
大。但依靠房地產和金融市場投資成為高淨值人群的
佔比越來越低，2018年高淨值人群財富中只有8%來
自金融市場投資，而2015年這一比例還為25%。這
意味着，炒房、炒股的造富能力在減弱。

京滬粵名列前三佔42%
在區域分佈上，截至2018年底，已有10個省市邁過了高淨
值人數5萬名的門檻，其中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五
省市高淨值人數均超過了10萬人。北京以每萬人78名高淨值
人士，成為內地高淨值人士密度最高的地區。上海和廣東分列
二、三位，高淨值人士密度分別達到每萬人60個和37個。京
滬粵三省市高淨值人群可投資金融資產總額佔比均達到或超過
內地的10%，三省市合計佔比達42%。
報告預計，未來幾年區域間財富增速仍會呈現分化趨勢。在

國際貿易摩擦等因素作用下，東南沿海傳統產業出口佔比大省
份仍會面臨私人財富增長的壓力，而承接產業轉移、新興產業
崛起或區域人口流入明顯的地區將擁有更大的財富聚集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在華為、三星紛紛瞄準
摺疊屏手機之時，中興
努比亞給出了不一樣的
答案。努比亞昨天發佈
首款可穿戴概念的量產
腕機努比亞α，手機採
用4吋柔性屏、不銹鋼
可拆卸式腕帶，提供
eSIM服務，支持語音
通話、4G 網絡、短
信、微信、移動支付等
多種功能。該款手機將
在4月10日正式開賣，售價3,499元人民幣起。

4吋屏支持eSIM 3499元起售
努比亞α搭配一塊4吋可調節曲度的柔性顯示屏，屏幕分

辨率為960 × 192，厚度僅0.64毫米。與Apple智能手錶1.8
吋的屏幕相比，表盤面積大幅增加。配置方面，努比亞α採
用了針對可穿戴設備打造的高通驍龍2100處理器，1GB
RAM+8GB ROM的存儲組合，500萬像素的攝像頭，可以
實現拍照和視頻通話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孔雯瓊 上海報道） 經過相當一段

時期的調控，上海樓市逐步回歸

理性，市民置業意慾上升。有調

查顯示，上海市消費者購房意願

指數同比、環比均現大幅增加，

買房預期指數更升至近兩年的最

高點位，逾2成人認為現在是買房

的好時機。而同時，上海樓市至

今也維持小陽春格局，清明假期

一改往年休市狀態，成交量同比

翻番，業內預計未來成交將繼續

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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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比亞發佈首款柔屏腕機

IMF料外資持內地債券增

■上海市消
費者購房意
願指數同比
升 12.9 點，
錄得近兩年
來的最高點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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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努比亞α腕機。 馬琳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