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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代表委員看好滬股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據一項對參加全國兩會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的調查顯示，有近六成受訪者認為滬綜指今年會突破3000點，有近四成受訪者認
為股市將在當前點位附近盤整，餘下不到一成受訪者對全年行情依舊持下跌預期
。滬綜指昨日收報2445點，跌0.64%。

有內地媒體於3月2日至4日對50位參加今年兩會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進
行了不記名問卷調查。調查顯示，有近四成受訪者最關心發行制度改革問題，有
超過兩成的受訪者最關心養老金入市。受訪者關心的其他資本市場改革工作還有
借殼上市監管趨嚴、場外市場建設、主板退市制度改革等。

A股昨跌0.64%
就昨日A股來看，滬深兩市早盤維持窄幅震盪格局，好淡方爭奪激烈。截至

收盤，滬綜指收報2445點，跌0.64%；深成指收報10226.4點，跌0.71%。兩市共
成交2266.5億元人民幣，較上一個交易日放大一成。

國元證券研究中心副總經理劉勘分析，連續衝關後，滬綜指在2500點上方壓
力較大，目前雖短線指標呈多頭排列，但在年線、半年線上方壓力比較大。在市

場存量資金被盤活後，盤中個股分化明顯，板塊輪動較快，滾動操作的格局還在
持續，說明維穩的市場心態仍佔主流，但越往上走，壓力越大。

申銀萬國分析師李筱璇稱，60日線已企穩，中短期均線系統多頭排列，反彈
有望延續，滬綜指2500至2530點一帶是前期整理平台，阻力較大，2500點上方
市場分歧也增加，因此儘管向上突破概率較大，但可能有一定震盪反覆，好淡方
拉鋸也有利於場內籌碼的充分換手，建議關注量能。

此外，上述問卷調查結果還顯示，超過五成的受訪者預計今年GDP的增幅會
在8%以下，四成受訪者認為GDP增幅會在8%至9%之間，不到一成受訪者對今年
的 GDP 增速有較高預期，認為 GDP 增幅會在 9%至 10%之間。無一人認為今年
GDP增幅會在10%以上。

受訪者中有 5 人認為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漲幅會低於 3%，另有 5 位
受訪者認為今年CPI增幅會介於3%和4%之間，均佔受訪者的10%。餘下80%的受
訪者認為今年的CPI走勢依然比較嚴峻，控制物價增長依舊不能放鬆，他們預計
今年CPI漲幅在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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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服務業與製造業在2月份收縮幅度較市場預期大，反映
出歐洲經濟在第四季收縮後，要顯著反彈將會較為困難。

倫敦 Markit Economics 昨日在網上表示，用作統計歐元區
服務業和製造業的採購經理指數（PMI）由升轉跌，由1月份的
50.4跌至2月份的49.3，比2月22日首次公布的數據49.7更差。
數字在50點以下，顯示製造業和服務業呈收縮狀態。

歐洲委員會2月23日曾表示，歐洲國家政府削減開支以減
少赤字，將會阻礙經濟復蘇步伐，受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今年的
經濟將分別收縮1.3%和1%的拖累，歐元區17國經濟在今年將會
收縮0.3%。

Markit Economics 總經濟師 Chris Williamson 表示，歐洲經
濟去年末季收縮0.3%，會否再收縮致使經濟陷入衰退，仍是未
知之數。數據公布後，歐元兌美元的跌勢持續，一度跌至
1.3166美元，跌0.2%。

歐元跌見1.3166
正努力扭轉兩年來惡劣形勢的歐盟，本周將會面臨考驗，

私人債權人將會決定是否接受金額涉及1060億歐元的換債計劃
。這個史上最大規模的主權債務重組計劃能否成功，全視乎持
有希臘債權的私人債權人可否在3月8日限期前同意換債計劃。
歐元區財長將於3月9日舉行電話會議，檢討換債計劃的成果。

從有關意大利和西班牙得到的統計資料顯示，這兩國要回
復增長，恐怕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西班牙服務業的指數由一
個月前的 46.1 下降至 2 月份的 41.9，意大利的服務業指數則由
44.8跌至44.1。

Williamson認為，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的持續疲弱，將會
打擊到其他一直依靠彼此貿易的國家的增長。同時，亦會阻礙
德國、法國和其他歐元區北部國家的經濟復蘇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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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下調經濟增長目標，全球股市
均受影響，摩根士丹利國際資本全球國
家指數一度下跌0.4%。而亞太區股市首
當其衝，其中同為新興市場巨人的印度
跌幅最大，孟買Sensex30指數收市下跌
了1.55%至17362點。其次是港股和台股
，分別下跌了1.38%和1.35%。對中國經
濟放緩的擔憂，加上歐洲製造業和服務
業萎縮，歐洲股市連續第二日下跌，德
國股市早段曾下挫1.5%。美國股市亦下
跌，早段最多跌93點，低見12883點。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昨日開幕的十
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發表工作報告，提
出為了與 「十二五」規劃目標逐步銜接
，決定略微調低今年經濟增長目標至
7.5%，是8年以來首次低於8%，反映內
地經濟從 「速度型」向 「質量型」轉型
。美銀美林研究報告認為，內地放棄
「保八」屬意料之內，反映中央已為增

長放緩作好準備。

港股或下試二萬一水平
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

指出，環球經濟前景不穩，中國調低經
濟增長預期亦在所難免，加上港股 1 至
2 月份累積近兩成升幅，形成借勢調整
的機會。他提到，道指期貨早段低開，
若外圍市況繼續向下，港股後市仍見隱
憂，或先行下試21000點水平。

另外，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
几認為，中央放棄 「保八」，某程度確
造成心理影響，畢竟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通脹壓力升溫，惟毋庸置疑內地不會
出現滯脹。不過他提到，影響港股昨日

下跌的原因，還有AIG以折讓價沽售友
邦保險（01299），倘若友邦復牌股價
跌至27.5元，將拖累指數48點，構成負
面的投資情緒。黃德几表示，港股正向
下補回主要支持位，倘若港股失守20天
移動平均線（約 21000 點），後市或考
驗250天線（約20900點）。

港股昨日低開44點後反覆下沉，午
後跌幅擴大至逾330點，恒指觸及21230
點低位，一舉跌穿 10 天及 20 天移動平
均線，收報 21265 點，跌 296 點或 1.4%
，國企指數跌幅更甚，跌 268 點或 2.3%
，收報 11470 點。即月期指跌幅擴大，
較現貨低水118點。

中資金融股首當其衝
港股昨實施第二階段延長交易時段

，惟全日主板成交額再降至約577億元。
內地下調經濟增長目標，中資金融

股首當其衝受壓。中國人壽（02628）
尾市低見 22.9 元，收報 23 元，急挫
4.4%，是跌幅最大的藍籌股。緊隨在後
的平保（02318），一度低見 63.7 元，
收市跌幅略為收窄至3%，報64.2元。

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 「深化利
率市場」，市場擔心存款利率上升，拖
累銀行息差收窄及利潤萎縮，內銀股應
聲下跌。重慶農商（03618）跌逾 3%，
收報 4.48 元。招商銀行（03988）盤中見
16.8元低位，收報16.98元，跌近3%。

盈大地產（00432）建議溢價回購
小股東股份，刺激該股復牌後急升，一
度高見1.83元，收報1.81元，逆市狂升
逾28%，是昨日升幅第三大港股。

資源內房股受影響深遠

中國政府8年以來首次將經濟增長目標降低於8%
以下，引發市場對中國經濟放緩，並拖慢全球經濟復蘇
步伐的憂慮。受此影響，亞太區股市昨日普遍受壓，歐
洲股市早段亦下跌1%以上。港股在中資金融股拖累下
，挫296點收報21265點，10天及20天線均告失守。
證券業人士指出，放棄 「保八」 對投資市場構成壓力，
加上今年以來港股升幅接近兩成，後市或趁勢調整，再
考驗20900點水平。 本報記者 李潔儀

2012年是 「十二五」規劃承前啟後
的重要一年，基於市場形勢的變化，中
央決定放棄過去 7 年來 「保八」的目標
，適度微調經濟目標至7.5%，環球股市
應聲下跌。中央工作報告對政策方向，
對不同板塊造成不同影響，其中以資源
股及內房股影響較為深遠。

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
表示，中央預期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僅 16%，又明確提到要搞好樓市調控，
強調促進房價合理回歸，他預期內地房
地產未必有放鬆政策，內房股短期難有
起色。

他提到，早在 「十二五」規劃時，
已表明將減少鐵路、基建項目，這將繼
續影響原材料需求，特別是產能過剩的

鋁材及鋼材，資源股勢必受壓。
不過，趙晞文指出，中央表明繼續

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在確保質量
的前提下，基本建成保障房 500 萬套，
新開工則達 700 萬套以上，水泥股將直
接受惠。

另外，中央加強對農業領域投入達
1.23萬億元人民幣，期望促進農業穩定
發展及農民持續增收，解決好 「三農」
問題，農業相關股份有望跑贏大市，包
括農業機構設備股、化肥股等。同時，
中央今年將着力擴大消費需求，加快構
建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令內需股可看
高一線。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工作報告
中重申，要穩妥推進電價改革，實
施居民階梯電價改革方案，逐步理
順煤電價格關係，內地電力股有望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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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全國兩會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為，滬綜指今
年會突破3000點

▲歐洲國家政府削減開支以減少赤字，將會阻礙經濟復蘇
步伐

▲▼中國下調經濟增長目標，全球股市均受影響，亞
太區股市首當其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