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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股連續股連續22日大跌日大跌 三大期指頻觸停版三大期指頻觸停版
中證監核查「跨市場」造市

中證監新聞發言人張曉軍2日晚10時左右表示，近期股市出現較
大幅度下跌，股指期貨合約價格也出現大幅下挫。據證券和期

貨交易所市場監察異動報告，中證監決定組織稽查執法力量對涉嫌市
場操縱，特別是跨市場操縱的違法違規線索進行專項核查，對於符合
立案標準的將立即立案稽查，嚴肅依法打擊；涉嫌犯罪的，堅決移送
公安機關查辦。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劉紀鵬，中國期貨市場創始人
之一、經濟學家常清，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北
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呂隨啟，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五名專家聯名指
出，A股暴跌已蘊含了巨大的金融風險，決不可掉以輕心，建議立即
組建臨時國家金委，適應現代金融暗戰。

衍生工具組合沽空手法老練
五位專家指出，6月15日至今股市跌幅近27%。更令人不可思議的
是，央行、證監會、國資委、財政部等部門作出維護市場的初步措
施，僅守一天就潰不成軍。這股強大的做空力量資金充足，非常熟悉
公募和私募的融資槓桿資金配置量化分析，在不同階段利用投資人爆
倉的疊加效應層層推進，尤其是在利用中證500股指期貨、ETF等金
融衍生工具組合做空的手法看，戰法老到，這股力量不是來自境外而
是境內。
五名專家一致認為，除下調印花稅、暫緩新股發行上市等措施外，
建議將現貨市場與期指市場的交易制度統一，從現在的13%期貨保證
金提高到30至50%，並對大戶惡意做空予以堅決查處。此外，規限凡
持股超過30%的大股東與高層高價變現，並追蹤、分析今年來創業
板、中小板等家族企業高價減持變現近2377億元人民幣資金的去向。

專家倡組「國家金委」迎金融暗戰
同時，他們還提到，應立即組建臨時中央金委，建立「一行三會一
辦」的聯席會議制度，統一指揮，步調協調，「最終要像成立國家軍事
委員會那樣成立國家金融委員會，適應現代金融軟戰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有指期指顯示有人惡意做空，三

大期指特別是 IC1507頻觸跌停，「有人在惡意做空A

股，做空中國」才是本輪股災的導火線，中證監表示，

決定組織稽查執法力量對涉嫌市場操縱，特別是跨市場

操縱的違法違規線索進行專項核查。而3日A股續跌，收

市滬綜指全日跌225點或5.77%，收報3,686點；深成指

亦跌678點或5.25%點至12,246點收市；創業板指數收

市2,605點，跌44點或1.6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A股經歷罕見
「股災」，各種陰謀論興起，中國社交媒體早
前瘋傳高盛在5100點沽空A股，大賺2000億
美元，但中金所隨即粉碎謠言，指經排查後高
盛並無所謂大幅做空行為。
中國即時通訊軟件微信(WeChat)近日瘋傳，
指「高盛用了600億美元，在5100點左右下空
單，跌到現在盈利應該有2,000億美元」。中
央財經大學中國企業研究中心主任劉姝威甚至
撰文，要求嚴懲沽空者。她認為，「這次股指

暴跌已經不是正常的市場調整，而是有人精
準選擇時點，故意做空中國股市。」
市場此前將矛盾焦點歸結於場外配資風險
向場內兩融、公募基金進而向整個金融體系
蔓延。
但彭博引述《經濟觀察網》指出，股指期貨
的巨大負基差，可能才是本輪股災的導火
索。期指市場頻頻出現巨大賣盤，三大期指
特別是IC1507頻觸跌停，惡意做空或是一切
元兇。

中金：高盛並無做空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據彭博新聞社報道，中國股市6月份創出了兩年來的最大月跌

幅，這讓內地和香港最富的一群人淨資產合計下降逾340億美元。受上證綜指
暴跌拖累，被列入彭博億萬富豪指數的45位富豪中，超過80%在6月蒙受資產
損失。
資本證券駐上海分析師張魯表示，這些億萬富豪的財富與股票漲跌密切相

關。當市場震盪加劇，就像現在，他們的財富就會縮水。
藍思科技董事長周群飛是所有中國億萬富豪中財富縮水最多的。隨着深圳上

市的藍思科技股價6月份重挫36%，她的淨資產也下降了48億美元。這家生產
手機玻璃的公司3月份上市後，周群飛躍升為中國女首富。

華億萬富豪身價縮水340億美元

隨着歐洲人屏住呼吸等待公投，中
國股市的大跌幾乎沒有引起全球市場
的波動。在過去三周，中國股市蒸發
市值已經達到2.36萬億美元，相當於
希臘去年GDP的10倍。儘管如此，
中國金融市場的封閉性令世界其他地
方的市場暫時免於波動。
Rhino Trading Partners的邁克博克

向CNBC表示：「中國股市大跌，全
球市場聳聳肩。」他補充說，中國股
市和美國股市之間看來並沒有什麼聯
繫。美國機構投資者並沒有大舉拋
售。「我不認為有什麼蔓延的問
題。」
事實上，中國股市近期的波動性看

來與美國股市相關性不大。中國股市
自本輪高點已經下跌超過23%，而標
普500指數僅僅下跌了2%。
匯豐銀行亞洲經濟研究部聯合主管

費德烈努曼表示：「在未來幾周和幾
個月，中國的情況造成的後果將會比
希臘大得多。隨着中國股市失去漲
勢，中國內地的需求可能受到衝擊。
而過去10年，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
引擎。儘管希臘時間充滿了戲劇性，
但是希臘很難最終成為世界經濟的決
定性因素。」 ■華爾街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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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基金搶申互認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萃華）內地與香港

基金互認周三正式實施，不少香港基金當日已
向中證監遞表申請銷售。2日香港證監會正式
接受內地基金申請來港銷售的資格，多個基金
派員到證監會遞表搶頭啖湯。摩根資產管理宣
布，聯同集團於內地的合資公司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合作，兩公司已分別向中證監及證監會遞
表，申請基金互認資格。中行、景順、大成等
集團亦於向證監會入紙申請銷售。
摩根資產管理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合作參與

基金互認計劃。摩根資產管理將擔當上投摩根
在香港的代理人，協助其南下來港銷售；上投
摩根亦會擔任摩根資產管理於內地的代理人，
並已分別向證監會及中證監遞交基金互認申
請。

中國稀土主席遭申索2.1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中國稀土公告，

主席兼執行董事蔣泉龍私人被申索2.13億港
元，將對此提出爭議及作出積極抗辯。集團2
日下午於香港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蔣泉龍未有
現身，副主席錢元英強調公司與被申索一事無
關，股東會上亦無人擔心事件影響公司營運。
中國稀土公告，收到蔣泉龍表示，他於本周

二收到一份令狀，申索款項約2.13億元，稱其
未有根據與原告人於去年6月27日所訂立一份
貸款協議，向原告人支付有關未償款項。蔣泉
龍正就該法律程序徵詢法律意見，並將對該法
律程序項下之申索提出爭議及作出積極抗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近日
內地首家P2P平台拍拍貸發佈了《2007-2014年
中國 P2P 個人無抵押小額信貸市場發展報
告》。報告顯示，2011年至2014年互聯網金融
高速發展的4年間，P2P個人無抵押小額信貸市
場借款需求出現了近20倍的增長，投資需求累
計增長超過15倍，在服務小微金融的同時，大
力驅動了個人消費金融市場的增長。
拍拍貸CEO張俊表示，P2P個人無抵押小額

信貸市場潛力巨大，且仍尚未被精心開墾。中
國有近5億互聯網非信用卡人群的個人信用借貸
需求尚未得到滿足，市場體量並不低於現有信
用卡用戶。
報告指，以個人消費為目的的借貸在各項借

貸需求中居首位，佔業務總份額的63.72%，且
正在呈現持續飛速增長的趨勢。

P2P信貸需求4年增20倍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
道， 匯豐最新PMI調查顯示，6
月中國服務業擴張步伐放緩至五
個月低點，綜合製造業和服務業
的產出指數降至50.6 的 13個月
低點，指向需求低迷經濟全面減
速，政府穩增長仍須加力。
匯豐/Markit聯合公佈，中國6
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由 5月的53.5下滑至51.8，為五
個月低點。6月服務業新業務和
經營預期指數均降至近一年低
點。「最新PMI數據顯示，中國

經濟增長動力在二季度末進一步
減弱，」Markit經濟學家阿納貝
菲迪斯解讀稱，服務業的經營活
動、新業務和就業指數均下滑，
經營預期指數也下降。
「製造業表現持續疲軟，服務
業增長也放緩，可能促使決策者
進一步推出刺激措施，確保下半
年經濟增長有所改善，以實現
GDP年增長約7%的目標。」阿
納貝菲迪斯表示。
據Markit，6月服務業新業務
指數降至52.2，為11個月以來最

低位，受訪者稱較低迷的市況抑
制了整體客戶需求。受之影響，
經營預期指數創下 11 個月新
低。6月服務業就業指數連續22
個月擴張，但也有所下滑，降至
三個月低點。製造業和服務業的
綜合就業指數也降至13個月低
位。
數據顯示服務業通脹壓力仍較
小。投入價格指數明顯下滑，收
費價格指數則降至50以下，受
訪企業表示市場競爭劇烈致使部
分公司降價銷售。

匯豐中國6月服務業PMI錄5個月新低

■■中國服務業中國服務業PMIPMI創新低創新低。。圖為一間航空圖為一間航空
公司乘服員正在服務乘客公司乘服員正在服務乘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
示，人行廣大黨員領導幹部要認真學習貫徹總書記習近平
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把「三嚴三實」貫穿於金融改革全過
程，引導全系統幹部職工以嚴的精神、實的作風，全力做
好中央銀行工作。他強調，要嚴格按照中央決策部署，深
刻認識和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

基調，不斷完善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實施穩健的貨幣政
策，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同時，他稱，要從嚴從實推動金融改革創新，進一步激
發金融活力，促進金融資源優化配置，牢牢守住不發生系
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要按照「三嚴三實」的要
求，加快金融對外開放，做好金融服務工作。

周小川：完善調控 實施穩貨幣政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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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中央維持貨幣寬鬆
政策，先後減息降準，望改善內銀資產質素及有助提
升貸款增長。不過，標準普爾銀行業分析師廖強2日
表示，中國的信貸風險仍持續。由於需待中國經濟回
穩復甦，最快要兩年才有望見底，預計年底前的不良
貸款率會維持在3%以下，而資產收益率(ROA)或會
跌至0.9%至1%水平。
標準普爾發表報告指，中國有機會迎來第二波信
貸風險，主要是來自中型及大型的製造商。廖強表
示，過去一至兩年，出現信貸風險的公司主要從事採
礦及沿海出口，所以沿海的城市商業銀行受到較大影
響。而房地產價格的調整則會為銀行信貸帶來隱憂，
預料未來兩年的地方融資平台信貸表現增長強勁，內
銀不良貸款率不會超出可控範圍，截至3月底內銀的
不良貸款率約1.39%，預計今年底前的不良貸款率維
持在3%以下。

浙商銀行擬港上市籌1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上半年香港新股市場表現
出色，重奪IPO集資額全球首位。大行預期下半年集資額
繼續由中資金融企業撐起。另一方面，《華爾街日報》引

述知情人士透露，浙商銀行計劃最早於今年第四季度香港
上市，集資約10億美元。浙商銀行正在與中信證券、中
金、高盛、農銀國際等投行接洽。
浙商銀行在2004年開業，主要為零售顧客和小型企業提
供一系列銀行服務。據該行股東今年4月向上海證券交易
所提供的文件顯示，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浙商銀行淨利
潤達47億元人民幣，總資產5,845億元人民幣。
另一方面，天彩控股首日掛牌潛水，全日收3.29元（，
較上市價3.38元跌2.7%。不計手續費及利息成本，每手
1,000股賬面蝕90元。今日接力上市的萬景控股、彩客化
學及辰興發展暗盤表現各異，當中香港建築股萬景跑出，
暗盤每手最多賺1,800元，超過滴達的1,680元，成為今年
暗盤「賺錢王」。彩客化學及辰興發展則分別每手最多蝕
190元及賺100元。
此外，市場消息透露，和美醫療控股以上限7.55元定
價，集資15.916億元，將於下周二掛牌。消息指，和美公
開發售錄得7.7倍超額認購，國際配售反應熱烈。

上半年香港新股市場表現活躍，羅兵咸永道將今年香港
新股集資額由年初估計的2,000億元，上調至2,500億元。
當中2,480億元來自主板，20億元來自創業板，相信今年
香港在新股集資排名可坐亞望冠。內地方面，估計全年滬
深兩地市場共有約400隻新股掛牌，集資額達3,000億元人
民幣。
羅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聯席領導合夥人陳朝光表
示，今年香港集資額最大的均屬中資證券企業，預料下半
年繼續跑出。當中醫療服務業看高一線，相關行業在政策
扶持下增長強勁，同時看好新能源及環保行業。
羅兵咸永道數據顯示，上半年內地共有187隻新股，按
年大幅上升2.6倍；總集資額1,461億人民幣，按年大幅上
升3.1倍，主要受惠中證監加快新股審批速度，以及A股市
場轉強帶動。內地現時採用多層次資本市場模式，隨着新
三板、其他小型企業的四板逐漸興起，當這些分類的企業
做出成績，就會在A股及H股上市，相信會進一步加強市
場動力。

■羅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聯席領導合夥人陳朝光。
張偉民 攝

中國6月一手住宅成交6年最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今

年以來，中國樓市回暖趨勢未變。據易居房地
產研究院發布最新報告顯示，今年6月，中國
30個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為1995萬
平方米，按月增長4.3%，按年增長69.3%。這

已經是連續4個月出現按月增長，同時，6月
份新建住宅成交面積是近6年同期最好水平。
數據顯示，包括北上廣在內的 30個典型城市
中，有 18個城市的成交量出現了按月增長態
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