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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12年，環球投資者情緒進入亢奮狀態，持續把資金調入股票市
場。根據調查發現，二月份有53%受訪環球基金看好中國市場，33%基金
經理表示會增持中國股票；值得一提的是，看好香港股市的基金經理，由
一月份4%，急飆至18%。今次調查顯示，中國及香港股市已成為國際熱錢
主要泊岸地之一。

美銀美林昨日發布環球基金經理調查，發現投資者對環球股市前景重
拾信心，其間表示會把資金調入股票市場的達到26%（即表示把資金調入
股市的基金經理人數，減去表示不會的），一月份則有12%。相對地，表
示會增持股票的，則由上月27%，降至13%。至於在選股方面，工業、資
源等周期性股份受追捧，電訊、醫藥等防守性股份則受冷落。美銀美林首
席環球股票策略師Michael Hartnett認為，今輪股市升浪是因經濟數據改
善，以及流動性增加所致。

投資者風險胃納提高，新興市場受惠最大。有44%基金經理表示會增
持新興市場股票，是 2010 年 10 月份以來高位；相比一月份只有 20%，錄
得歷來第二大按月增幅。在新興市場國家中，以中國市場最受歡迎，二月
份達到53%，一月份則約35%。

有33%基金經理表示會增加中國股票的投資比重，是11年7月以來高
位，而一月份為29%。作為投資中國股票窗口的香港股票市場，表示對港
股有興趣的基金經理，由一月份4%，飆升至18%。另外，有86%受訪者相
信中國經濟會軟着陸，認為中國經濟在未來 12 個月轉弱的，則由一月份
23%，跌至本月的2%。

然而，在資金源源流入下，Hartnett對目前市況持保留態度。他認為
，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持倉水平，已經達到 「危險的高水準」，這預示新
興市場股市短線會跑輸大市。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A股市場昨日結
束連續四日跌市，滬綜指升近1%並創出近兩個半月
來收市新高。截至收盤，滬綜指收報 2366.70 點，
漲 0.94%；深成指收報 9673.44 點，漲 1.36%。兩市
全日共成交1695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前日放
大三成。申銀萬國分析師李筱璇較樂觀預計，反彈
有望延續，但滬綜指2380點至2400點間有阻力。

行業方面，申萬一級行業指數全線上漲，信息
設備、綜合、信息服務和電子等板塊領漲。個股普
漲，兩市僅99隻個股下跌，東方電子、鑫茂科技等
32 家個股漲停，個股最大跌幅 2.49%。此外，地產
類股在逢低買盤提振下走高，一改之前連跌兩日的
局面。天業股份漲停，萬科A漲1.6%。但分析師稱
，鑒於中央政府或將繼續進行房地產調控，房地產
行業將面臨更多困難，故該類股漲勢難以為繼。

就股市的漲勢，南京證券分析師周旭表示，這
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本月流動性有望增加的提振。
長城證券分析師張九輝注意到，低價股板塊的爆發
顯示出場外資金從觀望轉為進場，加上超跌的大盤
藍籌和成長性的小盤股盤面出現良性的互動，大盤
進二退一的格局還能維持。

展望後市，李筱璇判斷，本周市場在經濟和金
融數據差於預期、蕪湖新政試探失敗等多重利淡因
素的籠罩下仍維持強勢震盪，並再創新高，顯示市
場做好意願濃厚，信心提升。當然近期也不乏利好
因素，一方面外圍歐債形勢在好轉，歐美經濟數據
屢超預期，量化寬鬆箭在弦上；另一方面儘管房地
產調控方向不變，但其他國內政策 「微調」預期仍
較強，特別是近期對於銀行資本充足、貸存比監管
放鬆的傳聞等，緩解了之前市場的悲觀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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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股反彈創兩月半新高

基金愛港股
上月佔4%今月18%

海通國際中國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認為，從大市形勢看來，好友似乎
佔盡上風，預料港股短期有機會挑戰去年8月初的下跌裂口，即約21800
點水平。不過他認為，參考技術指標14日RSI已接近70水平，踏入超買
區域，投資者宜對大市存戒心，畢竟不少企業陸續發出盈利預警，3月份
業績期將見真章，對後市存隱憂。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表示，雖然港股收在250天線之上，但並不代表市
況轉勢，只是市場氣氛未如早前般差，建議投資策略應順勢而行，暫不宜
胡亂沽空。

基金或追貨 後市仍看漲
另外，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指出，去年12月市場過度悲觀

，導致1月份大部分對沖基金選擇沽空，投資者稍見反彈隨即離場，故出
現 「只賣不買」的局面。他認為，在資金帶動下，基金界或追貨平倉，港
股後市仍有上升機會，至於轉勢與否，或是昨現 「假突破」，仍有待
觀察。

儘管港股自1月至今累積升逾3000點，近日開始出現好淡爭持格局，
屢試250天線不果，惟人行長周小川強調，中國將擴大參與救助歐債危機
，同時增加對歐洲投資，成為港股爆升炒上的動力，港股午後升幅持
續擴大，一度高見 21403 點，恒指收報 21365 點，升 447 點或 2.1%，國企
指數報 11685 點，升 272 點或 2.4%。即月期指收報 21415 點，較現貨高水
50點。

憧憬樓市出現 「小陽春」，本地地產股領漲。恒基地產（00012）尾
市炒高至48.5元，收報48.15元，升逾6%，是升幅最大的藍籌股。新鴻基
地產（00016）盤中見120元，收市升4.3%至118.7元。

滙控逼70元 半百熊證死
基建水泥股跑贏大市，中國建材（03323）暴漲近7%，收報10.52元。

中國鐵建（01186）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報5.97元，升6.6%。安徽海螺
水泥（00914）抽高近5%，收報27.35元。

重磅股滙豐控股（00005）先跌後反彈，尾市直逼70元，收報69.8元
，升1.9%，為恒指進帳61點。東亞銀行（00023）全年業績僅符合預期下
限，股價跑輸大市，微升0.5%至29.9元收市。

此外，好友連番出擊，拖累逾半百隻熊證遭 「打靶」，埋單計數全日
共有54隻熊證觸及收回價，當中48隻屬於恒指熊證，收回價介乎20850點
至21400點，亦有5隻指數牛證遭強制收回。荷蘭合作銀行股票衍生部董
事黃集恩表示，日前已有不少投資者換馬買入21700點的熊證，反映市場
對後市看升。他續說，現時熊證街貨集中在21500點至21700點水平，涉
及逾千張期指合約。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明，將擴大對
歐洲的投資，此番言論隨即成為大市的強心針
，屢試不果的好友乘勢攻堅，在挾淡倉活動增
加下，港股成功突破悶局，終於攻陷牛熊分界
線，並在250天移動平均線以上收市，是7個
月以來首次，恒指升447點至21365點收市，
主板成交增至823億元。證券業人士認為，雖
然仍未能確認大市已轉勢，但從技術走勢分析
，港股短期有望挑戰21800點水平。

本報記者 李潔儀

亨德森遠見中國躍升基金聯席經理沈昱昨認為，中
國過去兩年以緊縮政策控制通脹，現時經濟開始放緩，
今年的政策將趨寬鬆，包括鼓勵消費、稅收改革、增建
保障房等，並有更大空間放寬貨幣政策，推動經濟增長
。他看好中國股市，相信長期價值仍存在，現時中國股
市的市盈率（PE）只在9倍左右，估值十分吸引，為投
資者帶來買入有實力中國企業股票的良機。

他指出，歐債危機未解決，環球市場仍受到拖累而
現波動，不過中國股市長期價值存在，現時中國股票整
體來說約有20%上升空間，遠比下跌風險少，因為現時
估值已是2008年水平，除非歐債爆煲，PE才會進一步
下跌至7倍，但出現的機會較微。

至於樓市方面，沈昱表示，去年一線城市政策維持
緊縮，今年1月份地產同比銷售更下降50%，不過大量
保障房正在建設，基本需要仍強勁，相信對於整個經濟
沒有太大影響。

西方資產：亞幣被低估
美盛旗下西方資產亞洲投資管理主管廖家樑表示，

大部分亞洲國家的加息周期已近尾聲，且有條件放鬆財
政或貨幣政策，有利刺激亞洲政府債券上升。

他說，亞洲貨幣整體上仍被低估，他看好韓圜、新
加坡元、馬幣、印尼盾、人民幣及菲律賓披索，另外看
好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及韓國等國家。他
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及自由兌換是可實現的，預料人民
幣每年會有3%至5%的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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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轉趨暢旺，怪事亦愈來愈多。最新有華脈無線通信（00499
），昨日股價在成交急增下，單日急飆1.4倍，收報2.48元。華脈則
表示不知悉股價上升的原因。分析指出，華脈經常出現異動，散戶
切勿跟風炒作。

股票市場向來有一些股份，股價忽上忽落，升跌無迹可尋，絕
非散戶投資者有能耐參與炒賣。昨日大市升穿牛熊分界線，市場情
緒高漲，多隻四、五線細股價紛紛被炒起，其中以華脈的股
價表現最吸引眼球。華脈股價由 11 點半過後開
車，午後再拾級而上，收市時爆升143%，收報
2.48元。儘管股價勁飆，可是在去年8月26日
以前入市的散戶，至今仍未返到家鄉。

華脈過去股價走勢相當飄忽。以 2010
年為例，該股份在 11 個交易日，股價由
2.75元，炒至8月30日的5.9元，漲幅達
1.1倍。然而，在同年12月21日，華脈
股份復牌當日，股價單日下挫 39.7%
，由 4.96 元，跌至 2.99 元。2011 年
3 月份，華脈股價在三個交易日由
2.55元，炒高至3月15日的4.1元，
漲幅約60%。

因應股價異動，華脈昨日發出
通告，表示目前並無收購或變賣的
談判或協議，亦不知悉任何導致股
價上升的原因。

華脈異動急飆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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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將繼續投資歐
洲政府債，刺激環球股市造好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明，中國已做好加強參與解決
歐債問題的準備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中美聯合聲明指將促進合
作夥伴關係發展
．意大利及西班牙拍賣國債，孳息率下降
．歐盟緊急財長會議突然取消，或任由希臘債務違約
．傳希臘保守派新民黨領袖支持緊縮開支
．傳內地銀監會未允許延長地方債還款期
．標普警告倘若歐債危機再惡化，或會下調亞洲銀行
股評級
．港股近月低位反彈累積升逾3200點，隨時出現調
整壓力

左右港股消息一覽

港股過去一周多次上試 250 天牛熊分界線
，均得而復失，無法成功站在該線以上收市。
經過短暫高位整固，昨日在央行行長周小川支
持解決歐債言論刺激下，港股跟隨外圍大幅上
揚，恒指並在成交配合下一舉升破 250 天移動
平均線（俗稱牛熊分界線），並成功處於該線
之上。

經此一役，港股在技術上已進入牛市，只
要成交配合，後市出現一浪高於一浪的可能性
很大。不過投資者要提防的是，昨日的升浪是
否 「假突破」，皆因基本面並不明朗，光靠沽
空者補倉的升浪不會持久。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已表明，中國已做
好加強參與解決歐債問題的準備。此外，意大
利及西班牙拍賣國債，孳息率下降；日本加大
了量化寬鬆的力度等均為大市造就飆升的藉口
，加上港股市盈率以往績計只處於不到十倍的
便宜水平，炒作推升的理由似乎更為充分，因
此港股昨日呈現 「一浪高於一浪」的格局，除
了升穿牛熊分界線，亦出現自去年 8 月以來，
第3個浪頂。

近期市況確實不及早前般悲觀，皆因 「無
壞消息等於是好消息」，惟要知道整個宏觀經
濟的基本面，未有根本好轉。歐債問題實在難
以在一、兩個月改變，加上港股自去年底重拾
升軌，恒指至今累積升幅超過3000點，一旦歐
債再現任何 「風吹草動」，例如意大利債務到
期的處理手法、大選後的希臘新政府對緊縮措
施的安排等等，隨時出現新的變化，大市回調
的風險也是不低的。實際上，市場亦有一些利
淡消息傳出，例如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又來出招
，警告倘若歐債危機再惡化，或會下調亞洲銀
行股評級；還有歐盟緊急財長會議突然取消，
市場估計歐盟或會任由希臘債務違約，希臘 2
年期國債孳息持續飆升，一度高見174.792%的
歷史新高。好消息和壞消息交互出現，就看誰
的力量大、誰更受注意。

早前不少落後板塊輪流炒起，不少盈警股
亦炒得不亦樂乎，甚少被炒作的弱勢藍籌
股近日亦風頭頗勁，如中移動（00941）昨
日盤中炒高 2.4%至 81.7 元高位，
或是反映市場已 「炒無可炒」，
甚至出現升市尾聲的訊號。投資
者宜順勢而行知所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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