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十一國慶長
假後首個交易日，人民幣昨表現造好，繼官方開

出中間價報6.7796，較上個交易日大幅上調305點
子，在岸價亦一度升逾900點子，收報6.7135，較上個
交易日升約1.45%，為逾15年來最大單日升幅，離岸價
亦一度升穿6.7算。有分析認為，民調顯示美國總統候
選人拜登贏面較大，意味美國重啟貿易戰、強美元風險
有望減低，利好人民幣表現。
官方昨開出中間價偏強，加上美匯指數小幅下跌，帶

動在岸價大幅高開後維持強勢，傍晚後更愈升愈有，接
連收復多個關口至高見6.7。離岸價亦跟隨在岸價表現
向好，一度高見6.6831。截至昨晚9時27分，離岸價及
在岸價分別報6.6843及6.6975。

風險情緒持續 人幣仍看漲
有交易員表示，由於離岸價在長假期累積較大升幅，

加上官方昨開出中間價明顯偏強，在岸價昨強勢補漲以
彌補與離岸價的缺口，交易員又指若短期風險情緒持
續，人民幣仍有趨升空間，不過提醒在美國大選前人民
幣表現或更波動。
有外國交易員則認為，風險情緒是本輪貨幣上漲的重

要因素，離岸人民幣在長假第一天就開始上升，整個假
期都維持強勢，交易員認為只要美股能夠保持穩定、美
元流動性持續供給，未來人民幣仍有上升空間。
而美國最新民調顯示，在美國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拜登支持度領先。有外國行交易員認為短期市場風
險情緒仍很強，市場亦認為拜登贏面很大，故除非特朗
普出絕招「逆天改命」，否則難以扭轉局面，而他亦看
好人民幣後續走勢。
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則認為，人民幣中間

價昨偏強，意味着中國逐步或允許人民幣在當前水平更
高升值，因此市場亦為人民幣趨升作好了準備。他又
指，最新民調顯示拜登支持率領先於先前，意味美國重
啟貿易戰的風險在降低，有利人民幣表現。

內地經濟復甦速帶來支持
西聯環球商業匯款亞太區企業對沖總監Simon Bishop亦

提到，因全球疫情關係，人民幣早前面臨很大壓力，不過
市場對中國刺激措施的樂觀情緒有助強化人民幣，又指中
國經濟已迅速復甦。他亦認為，受惠中國經濟快速反彈、
及國內的短期增長勢頭積極，看好人民幣或升至6.5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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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疫後復甦加速，提振

市場氣氛，內地中秋國慶黃金周長假期後復市股匯齊升。

滬深三大股指在投資者熱捧下紅盤高收，三大指數均大幅

上漲；外資加快湧入，人民幣兌美元官方在岸

價單日升1.45%，創出15年最大單日漲幅。

今年第四季，資本市場開了個好頭。

股匯齊升 內地10月「開門紅」
疫後復甦加速提振市場氣氛 外資湧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有望
成為全球最大IPO的螞蟻集團雖未正式
招股，但已備受市場關注。螞蟻集團旗
下支付寶公告稱，5隻在該平台獨家開
售的「創新未來 18個月封閉混合基
金」獲得累計超1,000萬人認購，共募
資600億元(人民幣，下同)。

5戰配基金售罄 共募資600億
上述5隻基金將以戰略投資者形式參

與螞蟻集團的IPO，並在倉位中配置最
高10%的螞蟻集團股票。10月8日晚，
繼易方達、鵬華、中歐和匯添富後，華
夏基金公告稱，旗下創新未來基金已經
募集到120億元上限，於10月8日19:30

提前結束募集。
至此5隻螞蟻戰略配售基金全部售

罄，每隻基金規模均為120億元。在認
購期內，平均每秒有8位投資者下單，
基金人均投入6,000元。
螞蟻A股一路綠燈，不過有消息指，

螞蟻的H股還未通過港交所的聆訊，可
能遲至下月美國大選後，才能掛牌上
市。彭博本周三也報道稱，由於美國擔
心螞蟻集團和騰訊（0700）的數字支付
平台威脅其國家安全，美國正在考慮針
對它們出台限制措施。但亦有分析師認
為，螞蟻集團在海外的業務非常有限，
就算美國實施限制措施，可能對其350
億美元的首次公開發行(IPO)也不會產

生很大影響。

第一服務下周招股籌逾6億
其他新股方面，內地物業管理公司第
一服務（2107）下周一至下周四公開招
股，發行2.5億股，其中10%在港公開
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1.86至2.46元
(港元，下同)，集資最多6.15億元。以
每手2,5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6,212
元，股份將於10月22日於港交所主板
掛牌。海通國際為獨家保薦人。

雲頂新耀首掛 一手賺8875元
此外，雲頂新耀（1952）昨日掛牌上
市，開報70.55元，較招股價55元，升
15.55元或28.27%，該股其後一度高見
75.5元，午後升幅逐漸收窄。雲頂新耀
昨最終收報 72.75 元，升 17.75 元或
32.27%。以一手500股計算，投資者一

手賬面賺8,875元（不計手續費）。
另外，威海市商業銀行（9677）公布
招股結果，以每股3.35元定價，集資淨
額28.31億元。威海市商業銀行公開發
售部分認購不足，僅相當於公開發售股
份數目的0.61倍，因此一手中籤率為
100%，人人有份。
暗盤價方面，據輝立交易場的數據顯

示，威海市商業銀行昨開報3.35元，無
升跌，但其後股價持續偏軟，一度低見
3.24元，但其後跌幅收窄。威海市商業
銀行昨最終收報3.28元，跌0.07元或
2.09%。以一手1,000股計算，投資者
一手賬面蝕70元（不計手續費）。

卓越商企孖展已超購190倍
另一方面，綜合多家券商顯示，卓越
商企服務（6989）暫錄得逾613億孖
展，超額認購190倍。

內地逾1000萬股民認購螞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服務業加
速從疫情中恢復，9月財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
動指數（服務業PMI）上升0.8個百分點至54.8，
升至3個月高位，並連續五個月保持擴張。

內需強 服務業新訂單續擴張
分項數據顯示，國內服務業供求同步加速復
甦，但外需依然疲弱。內需轉強，帶動服務業
新訂單指數連續五個月保持擴張並較8月小幅上
升，積壓工作指數也重回榮枯線之上。海外疫
情的不確定性繼續拖累總需求，9月服務業新出
口訂單指數仍在收縮區間，在過去八個月中第
七次低於榮枯線。

服務業就業連續第二個月保持擴張。財新智庫
高級經濟學家王喆分析，面對市場回暖，企業開
始逐步增加用工量；但就業指數僅略高於50，就
業擴張速度仍有限。與此同時，用工成本疊加原
材料和運輸成本，令服務業投入品價格連續三個
月上升，但上升幅度有限；服務業收費價格增速
也有所放緩，經濟修復過程中，市場競爭依然較
為激烈，對企業盈利形成限制。

企業家對經濟前景信心充足
另外，9月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繼續在擴張區間上

升。調查中，企業家對有效控制疫情和經濟持續回
暖仍持正面態度。綜合看，雖然服務業加速擴張，

但未能抵消製造業生產減速，9月財新中國綜合PMI
從8月55.1降至54.5，不過繼續維持在高位。
王喆表示，目前經濟運行依然處於新冠疫情後

的恢復期，恢復速度有所加快。製造業和服務業
供需兩旺，在手訂單、採購、庫存等指標表現強
勁，相關價格指數穩健，企業家信心指數持續維
持高位，對於未來一年經濟前景信心充足。海外
製造業需求大幅走強，對於國內市場形成補充。
內地三季度一系列經濟數據即將出爐，高頻數

據顯示，在前期政策落地和洪水消退後經濟活動
補償性加快的帶動下，9月經濟復甦繼續穩步推
進，市場普遍預期三季度經濟增速有望從二季度
3.2%加快至5%以上，基本接近合理增長區間。

十一黃金周期間外圍主要股指普漲，再加
上昨日人民幣匯率強勢拉升，最新公

布的9月財新中國服務業PMI漲至54.8，連續五
個月處於擴張區間。諸多利好共同拉動A股行
情。利好因素下三大股指均大幅高開，滬綜指開
市即升 1.38%、深成指、創業板指分別高開
1.97%和 2.25%，全日市場情緒沸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272點，漲54點或1.68%；深成
指報13,289點，收復13,000整數關口，漲381點
或2.96%；創業板指一舉躍上2,600點關口，收
報2,672點，大漲98點或3.81%。兩市共成交
7,712億元（人民幣，下同），較節前最後一個
交易日放大逾三成。外資瘋狂搶籌，北向資金淨
流入112億元。

資金面基本面雙輪驅動
目前不少機構看好A股四季度行情。海通證券
分析，當前市場震盪行情及對應的宏觀背景，與

2006年5~8月十分相似，市場處在牛市3浪中，
由資金面+基本面雙輪驅動，在通脹未明顯升高
前，宏觀流動性不會明顯收緊，四季度股市上漲
概率大，有望循級而上。
不過也有聲音認為不應對四季度行情過於樂

觀。華安證券財富管理中心（上海）副總經理、
首席投資顧問石建軍指出，雖然中國防範和控制
疫情相當出色，但畢竟今年遭遇了幾十年不遇的
國內疫情、和國外打壓的疊加性困難，核心企業
們要有甚為明顯的整體性業績增長恐怕並不容
易，因此四季度若能震盪調整為主，反而有利於
明年展開春季行情。

國務院發文優化上市標準
中國政府網昨日發布「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指出，擬進一步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支持優質企業上市，促進市場化併購
重組；支持境內上市公司發行股份購買境外優質

資產，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外國投資者對境內上
市公司進行戰略投資。意見指出，全面推行、分
步實施證券發行註冊制，優化發行上市標準，增
強包容性；完善上市公司資產重組、收購和分拆
上市等制度，豐富支付及融資工具，激發市場活
力。支持上市公司通過發行債券等方式開展長期
限債務融資，穩步發展優先股、股債結合產品；
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機制，積極穩妥化解上市公司
股票質押風險。

廣州期交所籌備組成立
另外，中國證監會昨日正式成立廣州期貨交

易所籌備組，開始廣州期貨交易所的籌建工
作，標誌着該所創建工作進入實質階段。中證
監稱，設立廣州期交所是中國期貨市場改革發
展的重大舉措，對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和「一帶一路」建設具
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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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財新服務業PMI升至3個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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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集團未正式招股已十分搶手，內地5隻戰略配售
基金全部售罄。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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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大漲原因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強勢拉升，有機構預計有望升

破6.5關口
■ 最新公布的9月財新中國服務業PMI漲至54.8，

連續五個月處於擴張區間
■日前公布的經濟數字均顯示內地經濟恢復勢頭不

減
■內地十一黃金周期間外圍主要股指普漲

整理：記者章蘿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