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小川加大調控言論打擊投資氣氛

港股瀉333點 內房重災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明言今年內地貨幣政策中性偏緊，並擬加大樓

市調控力度。周小川金口一開，港股即時倒下，恒指昨日最多插水403
點，收市跌333點；由於A股尚未反映該消息，估計滬深股市今天會再跌
，將對港股有進一步向下壓力。內地若收緊銀根，對內銀、內房股造成
直接衝擊，工中建及三大內房股跌逾2%；兼受 「限漲令」 困擾，深圳控
股（00604）股價跌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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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晨中國（01148）昨日首日掛牌 「破發
」，全日收報2.17元，較招股價2.23元下跌
2.69%，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股蝕60元。

新晨中國昨日首日掛牌，收市跌破招股
價，不計手續費，投資者每手1000股蝕60元

。該股全日高位2.3元，低位2.01元，成交
1.68億股，涉及金額3.64億元。公司主席吳
小安昨日表示，對內地汽車銷售增長充滿信
心，預料公司旗下發動機的銷售增長估計將
逾10%。他也認為，內地對汽車限購，只會

是一時。
另據內地傳媒報道，西部地區最大的醫

藥商業企業重慶醫藥擬來港上市，並已提交
環保核查技術報告，公司下屬河北分公司的
上市環保核查目前核查已進入公示期。此外
，光大銀行昨公布，董事會通過H股發行上
市議案，提請股東大會批准，擬再赴港上市
，集資所得將用於補充核心資本，提高資本
充足率。

奧園（03883）宣布，於早日透過公開拍
賣獲得廣東省佛山市及重慶市兩塊商住地
塊的土地使用權，代價分別為約7.27億元
（人民幣，下同）及4.35億元。主席郭梓
文表示，是次所購廣東省佛山市及重慶市
兩幅地塊，進一步補充了集團的商住土地
儲備，加強奧園的戰略布局以及在區域的
品牌影響力。廣東省佛山市地塊位於南海

區羅村街道中心位置，佔地面積約為6.09
萬平方米，預計總建築面積約為23.25萬平
方米，規劃為高端大型綜合商業項目。而
重慶市地塊位於南岸區茶園新區核心地段
，佔地面積約為8.7萬平方米，預計總建築
面積約為12.5萬平方米，同樣規劃為大型
綜合商業項目。

A股昨日連續第五日下跌，兩市早盤慣
性低開，隨後房地產板塊在深圳 「限漲令」
利淡之下一路走低，帶領大盤繼續下行，滬
綜指全天在2300點下方震盪探底。經歷連日
下跌後，市場人氣低迷，交投清淡。滬綜指
最終收報2263.97點，跌0.99%，深成指收報
9073.22 點 ， 跌 0.99% 。 兩 市 當 日 共 成 交
1479.59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一交
易日萎縮25%。

盤面觀察，不計ST股，兩市昨日共有
10家個股漲停或十分接近漲停，2家跌停，
絕大多數板塊收市下跌。鐵路基建、水泥、
建材、機械、券商、農林牧漁、交通工具、
房地產等板塊領跌，僅石油、有色金屬、煤
炭等少數資源股實現逆勢上漲。

山西證券分析師杜亮表示，大盤指數已
連跌五天，該走勢在過去一年多都較為少見
。市場仍然是跌多漲少，但是經過連續多日
的做空動力釋放，短期繼續下跌可能性較小
。他續指，雖然接下來的二季度企業盈利下

滑、政策可能趨緊等都會對市場形成一定負
面影響，但當前指數從二月最高位以來跌幅
近200點，已消化了大部分利淡，預計滬綜
指在2250點附近有望見底，短期反彈可期。

有消息稱，深圳國土部門近日已出台 「
限漲令」，明確要求今年深圳所有新盤，成
交均價必須實現月度環比零增長，即每個新
盤、每個月的成交均價，環比上個月都不能
上漲。

受此影響，房地產板塊繼周一大跌後昨
日再度走低，截至收盤，近七成個股下跌，
「招保萬金」四大龍頭股跌幅靠前，招商地

產跌3.52%，保利地產跌3.80%，萬科A跌
2.41%，金地集團跌4.57%。

有色金屬板塊則逆市上漲，剛泰控股、
西藏珠峰漲停。長江證券投資顧問李凱認為
，經歷連續上揚之後，近期美元呈現回調跡
象，從而為有色、煤炭等資源股表現相對強
勁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不過，後續持續
性如何，還不宜抱過多期望。

央行行長周小川於昨日A股收市後表示
，對通貨膨脹需高度警惕，央行將通過貨幣
政策等措施來穩定物價和通脹預期。中原證
券分析師張剛預計，A股昨日跌幅相對較小
，未來還將進一步消化利空。

恒生銀行（00011）於最新一期《香
港經濟脈搏》表示，本港經濟去年第四季
明顯復蘇，較前一年同期實質增長2.5%。
這不僅高於去年首三季平均的1%，亦是近
兩年以來最高的增幅。雖然跡象顯示本港
經濟已逐漸重拾活力，但該行認為復蘇前
路仍不乏挑戰，如外圍經濟不明朗，或導
致上半年本港經濟增長低於趨勢增長水平
，預計今年本港經濟增長3%。

報告指，最近公布的經濟指標亦顯示
，本港經濟今年有望保持增長。1月份出
口貨值及零售銷售額增長均達雙位數。不
過，值得留意的是，農曆新年假期由去年
的1月份後移至今年的2月份，數據的按年
增幅或因此而受扭曲。該行估計市場會相
當重視2月份經濟數據的表現，以對本港
經濟的增長趨勢作出更合理的判斷。雖

然跡象顯示本港經濟已逐漸重拾活力，
但恒生認為復蘇前路仍不乏挑戰。短期
而言，美國政府自動削減開支可能影響
該行的預測，而歐元區經濟亦不容樂觀
，今年恐怕仍難以走出衰退的厄運。

至於政府取消 「勾地」，該行預期對
房屋市場的直接影響輕微，指自兩年前政
府恢復主動賣地以來， 「勾地」制度已逐
漸被取代，市場對政府此舉並不感到意外
。未來房屋市場走向端視乎實際住宅供應
總量，而後者又顯然取決於政府拍賣地皮
的底價。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並無驟然大
量增加土地供應導致市場恐慌。土地供應
機制的改變似乎只為今後本港土地供應變
得更為穩定及可以預測，但短期內供應不
足的困局仍難以扭轉。

雅居樂（03383）公布，2月份錄得合約
銷售額約17.9億元（人民幣，下同），按月
跌28%；合約銷售面積約15萬平方米，按月
跌35%；而平均合約銷售價格約每平方米
11942元，按月升10.6%。集團於今年首兩個
月累積的合約銷售額約42.7億元，合約銷售
面積約38萬平方米，而平均合約銷售價格

約每平方米1.1252萬元。
而集團主席陳卓林日前獲撤銷兩項非

禮控罪，並獲署任主任裁判官錢禮的同意
後，大行認為對集團正面，並消除股價不
明朗因素。該股昨日僅跌1.067%，收報9.27
元，成交1.81億元，為內房股中跌幅較少的
公司。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三日電】深
圳市規劃國土委昨天回應 「限漲令」的報
道時表示，深圳市並未出台新的 「限漲令
」政策，而是在近期房價出現異動的情況
下，深圳市兩年來已實行的引導房地產開
發企業理性定價的調控機制及時發揮了作
用。並表示，將盡快研究制定並公布深圳
市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價格控制目標。

此前有媒體報道深圳國土部門近日已
出台 「限漲令」並已開始執行。 「限漲令
」明確要求今年深圳所有新盤，成交均價
必須實現月度環比零增長，即每個新盤、
每個月的成交均價，環比上個月都不能上
漲。深圳市規劃國土委主任王幼鵬據此回
應，不知有什麼 「限漲令」出台；深圳市
規劃國土委秘書處的負責人稱，這應該是
根據新房成交價控制目標而演繹出來的說
法，即新建房市場成交價增長幅度不能超

過年度GDP增長目標，樓市調控以來一直
都有這個要求。

深圳市規劃國土委並表示，自進入今
年以來，深圳市有多個高價位樓盤上市或
即將上市，深圳市嚴格落實 「國五條」細
則的有關規定，沿用兩年來的做法，運用
調控機制，引導房地產開發企業理性定價
，執行關於商品房銷售明碼標價、一房一
價等規定。目前，該委一方面強化預售許
可管理，引導開發企業理性定價；另一方
面，要求開發企業嚴格按照經價格部門備
案的銷售價格明碼標價對外銷售，對其超
過備案價格銷售的，房地產信息系統會自
動提醒企業調整售價，以符合備案價格的
要求。通過該方式避免了部分樓盤價格過
快上漲以及因結構性差異導致的價格波動
而影響購房者預期。

面對內地推出新 「國五條」細則，擬
嚴格徵收20%房屋轉讓利潤所得稅，遠洋地
產（03377）主席兼行政總裁李明承認，短
期有關政策對內地樓市影響較大，因為是
次措施相對過去推出的調控政策較為嚴，
但強調沒有影響今年集團的銷售目標，今
年的銷售目標約350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年升約15%。他又說，在維持利潤率不變
原則下，今年集團將繼續增加北京、深圳
及瀋陽等一、二線城市的土儲，亦會逐步
增加商業物業的土儲。對於內地樓價走勢
，李明指出，按自己對中央調控政策的解
讀，料未來樓價的合理升幅均為單位數增
長，預期樓價未來將繼續跟隨內地經濟增
長穩步上升。

李明表示，在新 「國五條」推出後，
市場需時消化消息，預料至今年第4季內地
樓市才會呈現較明顯的上升趨勢。對於有
報道指深圳出台 「限漲令」，要求今年深
圳所有新盤成交均價均需實現按月持平或
下跌，他指出，集團在深圳推新盤時定價
一般較高，故有關政策對集團的影響不大
。

談到加大商業物業方面，李明表示，
希望每年集團將有25萬平方米的商業物業
投入營運，長遠希望每年約三成的利潤來
自商業物業。增加土儲上，除了公開拍賣

的形式外，集團亦會透過舊城改造等方式
來增土地儲備，但未有為今年集團增加土
儲制訂目標，而整體策略而言，希望在近
江和沿海的區域增加土儲。

另外，去年度集團協議銷售額達到新
高的311.19億元，較2011年增長15%，包括
車位在內售出的總樓面面積增加25%至約
2611000平方米。2012年包括車位銷售在內
的每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約為11900元，按
年跌7.7%，如剔除車位銷售，年每平方米平
均銷售價格為人民幣12100元，按年跌9.7%
，平均售價輕微下挫主要由於熱點城市以
外的其他二線城市貢獻上升。可供2013年或
之後年份入帳的尚未入帳協議銷售額為
348.75億元，較2011年底增長17%。

同時，期內集團之毛利率跌4個百分點

至27%，純利率維持在13%，手頭現金增加三
成至161億元，淨借貸比跌18個百分點至42%
。現時土儲的總建築面積為2300萬平方米，
平均土地成本為每平方米約3200元。

遠洋地產昨收報4.75港元，升0.02港元。

貨幣政策轉向受累股
內房股

綠城中國（03900）
深圳控股（00604）
融創中國（01918）
佳兆業（01638）

內銀股
中國銀行（03988）
中信銀行（00998）
建設銀行（00939）
工商銀行（01398）

昨收

11.64
2.82
4.73
2.06

3.56
4.65
6.20
5.37

跌幅

-9.6%
-7.8%
-7.4%
-7.2%

-2.7%
-2.7%
-2.6%
-2.1%

港股踏入二月份，告別單邊升市，回
復震盪上落市格局，令到國際投資者棄港
股，轉投日本、美國等其他單邊向上的市
場。屋漏偏逢連夜雨，內地經濟數據顯示
，內地積極推進的內部消費市道未見起色
，經濟仍然走舊路，依賴固定投資及外貿
支撐；加上通脹升溫，投資市場憂慮內地
會收緊銀根以遏止通脹惡化，令到近日A
股易跌難升，連帶港股亦反覆走軟。

內銀股遭拋售
恒指昨日輕微高開10點後，瞬間由升

轉跌，主要受到A股下跌所拖累，跌幅約
200點間，中段在22700點水平橫行。直到
下午二時五十二分，即在人行行長周小川
召開記者會前， 「春江鴨」搶先沽貨離場
，令到港股跌勢突然加劇。其間，在周小
川回應提問時，表示今年要警惕內地通脹
加劇，並表明貨幣政策會中性偏緊，又指
今年初以來銀行貸款推高資產價格，且會
加大樓市調控力度；有關言論對港股造成
重擊，恒指隨時下滑，愈跌愈深，最多挫
403點，低見22487點，收市時仍跌333點，
收報22556點。國企指數收市時跌254點，
報11037點。主板成交736.5億元，較上日
增加45.1億元。沽空金額84.1億元，較上日
增加12.7%。

內地或提前收緊銀根，早已被利率自
由化困擾的內銀股，昨日沽壓沉重；中行
（03988）股價跌2.7%，收3.56元，建行（
00939）、工行（01398）股價分別跌2.6%
、2.1%，收6.2元、5.37元。三隻重磅內銀
股推低港股98點。人行揚言會加大樓市調
控力度，加上內地一度傳出深圳推 「限漲

令」，近期弱勢的內房股被 「踩多一腳」
，綠城中國（03900）跌9.6%，收11.64元
；融創中國（01918）跌7.4%，收4.73元。
至於在深圳擁有大量土儲的深圳控股及佳
兆業（01638）分別挫7.8%、7.2%，收2.82
元、2.06元。

環保股回吐急
早前炒到癲的美麗中國概念股，隨

兩會會期接近尾聲，政策憧憬亦告一段落
，相關股份股價繼續向下， 「打回原形」
。內地下調太陽能發電上網價，卡姆丹克
太陽能（00712）挫8.5%，收1.5元；保利
協鑫（03800）跌7.3%，收1.77元。風電股
方 面 ， 中 國 風 電 （00182） 跌 4.8% ， 收
0.295元。相繼被股東減持的華電福新（
00816），股價跌4.6%，收1.84元。污水處
理股天津創業環保（01065）跌3.7%，收
3.08元。

展望後市，灝天環球投資經濟及財富
管理顧問陳寶明指出，投資者觀望周小川
是否連任人行行長；若他繼續擔任行長職
務，可以肯定今年人行貨幣政策將會從緊
，對大市會構成壓力。雖然內地A股今天
（周四）或會顯著下調，但港股短線未必
有太大下跌壓力。新鴻基金融高級證券分
析員李惠嫻表示，周小川是次言論並非意
料之外的事情，因為從今年M2的13%目標
，及CPI的3.5目標，便可以窺見到今年貨
幣政策會較去年收緊。基於人行可能會再
多觀察兩個月的CPI數據，再決定利率變
動，故短期內不虞收緊銀根，而港股短線
前景亦不宜太悲觀，恒指22150是支持。

新晨首上市失守招股價

遠洋地產料樓價升幅單位數

深圳否認推新限漲令

恒生稱經濟復蘇存挑戰

▲恒指昨日最多曾跌超過400點，收市跌333點

▲ 李明承認
， 「國五條
」 短期對內
地樓市影響
較大

▲A股昨日連續第五日下跌

A股再挫1% 連跌五天

雅居樂二月銷售跌兩成八 奧園擲11億買兩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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