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
「滬港通」允許港人以人民幣直接
買A股，市場對人民幣需求有望持
續增加。中銀香港（2388）副董事
長兼總裁和廣北前日反覆強調，該
行對本地人幣兌換清算業務有信
心，而其「中銀理財」業務近日亦
推出人民幣產品，供客戶看淡或看
好人民幣價值。
中銀理財近期推出人民幣結構性
存款，存期9個月，皆設最低回報，
其中兩批看好人幣，其餘兩批則看
淡（見表）。

近半月客戶偏向看好人幣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業務主管總經理
龔楊恩慈昨表示，自5月底至今近兩個

禮拜，該行人幣存款客戶數量增幅顯
著，而當中大部分客戶偏向看好產品。
該行亦設「優惠期」吸客，由現時至
8月底，若客戶選用「中銀理財」服
務，可享人幣保本結構性存款「特優
年利率6.8%」，以及8,000港元的「理
財獎賞」。中銀理財的存款門檻為100
萬港元，而投資以上所需的最低存款
為5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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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客財來有方 禁銀聯影響濠賭微

滬港通快開車 港交所發秘笈
詳述稅收假日安排等眾多技術問題

據悉，很多經紀與投資者都在理解滬港通在假期前
後的運作，港交所的手冊中列舉了假日安排(見

表)，基本原則就是每逢內地或本港假期，滬股通都不
開放；假日的前一天，亦因款項交收的安排而不開
放。港交所方面表示，該所將繼續與市場人士及銀行
界，就支援假期跨境交易或款項交收，研究有關操作
的可行及市場需求。

買A股無得炒即日鮮無沽空
另外，由於內地證券市場不允許回轉交易(即日鮮)，因
此香港與海外投資者買滬股通股票後，要第二天或以後
才可以賣出，但內地投資者買賣港股通股票則可炒「即
日鮮」。此外，滬港通均不允許「大宗交易」、不設非
自動對盤交易，香港及海外投資者不得就滬股通股票，
作無貨沽空活動，也不得參與內地的融資融券計劃。
至於跨境交易的稅務及費用問題，亦是投資者最關

注的項目之一，港交所的投資者手冊列明，香港與海
外投資者若透過滬港通買賣股票，須繳納上交所現行
的交易相關費用，包括經手費、證管費；中國結算則
會收取過戶費；內地稅局收取交易印花稅，而有關的
印花稅只向賣方收取。
投資者須注意，某些中央結算系統的費用，將仍然

適用於滬股通股票，包括與交收指示相關的股份交收
費用，以及款項交收費用。另外，香港結算將提供存
管及代理人服務，代其結算參與者持有滬股通股票。
若獲得證監會批准，香港結算計劃將對此服務推出

「新的中央結算系統收費」，費用詳情將於稍後公
布，但收費一旦實施，將按月以港元收取。

A股稅費收取方式仍待釐清
此外，國家稅局會向持有滬股的投資者，收取股息

紅利稅及資本增值稅，目前港交所正與國家稅局作進
一步的磋商，並待國家稅局釐清有關稅項的細節及收

取方法。現時，紅利稅將於滬股通股票發行人及中國
結算分派時預扣。
兩地證監會未來會積極加強跨境監管及執法合作，

在滬港通下建立有效機制，應對各自或雙方市場出現
的違法行為。港交所的手冊指，兩地會完善違法線索
發現的情報共享機制，以有效合作打擊虛假或誤導陳
述、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等跨境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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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世界盃開
鑼，港股成交預計會進入淡靜的一個月，而
且比之前更悶局。恒指收報23,175點，跌82
點，全日成交僅 488 億元。國指跌 76 報
10,431點，但即月期指低水大為收窄至只有
32點。新鴻基金融高級分析師李惠嫻表示，
市場觀望內地今日公布的多項經濟數據，加
上世界盃效應，相信交投會繼續淡靜。

騰訊創拆細新高後倒跌
李惠嫻又指，港股雖然連跌兩日，但跌幅
溫和，反映沽壓不大，料後市將於22,800至
23,300點間上落。遭麥格理降級及大削目標
價的蒙牛(2319)是藍籌中表現最差，收市跌
3%。騰訊(0700)昨早曾升至拆細後新高，報
119.5元，可惜下午受制於120元大關之壓
力，股份「反高潮」倒跌0.7%至115.6元。
李惠嫻認為，騰訊短線在120元遇阻，建議
待其回落至110元水平才重新吸納。
其他科網股也向好，金山(3888)升3.7%、
安芯(1149)升5.6%、擎天(1297)升6.77%、中
國軟件(0354)升3.4%。阿里巴巴與中國郵政
合作，早年與中國郵政組合資公司的TOM

集團(2383)突被炒高25%。另外，大折讓的H股亦受追
捧，洛玻(1108)升近兩成、浙江世寶(1057)升14%、山東
墨龍(0568)升6.8%、京城機電(0187)升6.8%。

財庫局陳家強：
兩地基金互認未有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昨指，隨着
內地資本市場逐步開放，
香港不應只集中於離岸人
民幣服務，應積極拓展資
產管理行業。他又透露，
當局繼續推進多項工作，
包括內地與本港已就兩地
基金互認達成共識，但仍
待最後審批，暫未知時間
表。
陳家強指，政府亦正就

引入公司型開放式基金架
構開展諮詢，以吸引更多

互惠基金和私人基金來港註冊及作為基地，並研究將豁
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的投資範圍，擴大至包括買賣於
香港沒有物業或業務的海外非上市公司，令私募基金享
離岸基金稅務豁免安排。同時，政府正準備就全面寬免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交易的印花稅，於下個立法年
度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

滬港通為基金業添機遇
另外，陳氏又表示，滬港通有助離岸及在岸資金流

動，連接兩地市場，並提高本港人民幣流動性，吸引更
多海外投資者到內地投資，為本港基金業帶來內地業務
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市場正密鑼緊

鼓籌備「滬港通」，除了經紀業界與監管部門

外，投資者也是有關機制的極重要一環。港交

所(0388)刊印了「投資者資料手冊」，教育本

港投資者滬港通的詳情及怎樣參與交易。手冊

中向投資者詳述如稅收、交易費用、交易機制、

兩地假日安排等眾多技術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海濤、施虹羽 澳門報道）
繼內地加大反腐力度，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加強查處
外匯違法犯罪活動的行動升級，澳門博彩業遭遇賭業
開放以來罕見「冷風」。據悉，澳門金管局將在下月
限制在賭場內使用銀聯卡，預期將會對市場產生一定
的不利影響，澳門多位賭業巨頭則紛紛表示，評估影
響言之過早，相信對賭場業績影響不大，似乎有安撫
股民之意。

澳賭場將禁刷銀聯
對於澳門金管局計劃進一步限制中國銀聯卡在賭場內
的使用，澳博控股行政總裁蘇樹輝表示，目前賭場內個
別店舖已接到澳門金管局通知，7月1日之前撤掉銀聯卡

終端機。而另一位澳門賭業巨頭、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
也表示，仍看好博彩業前景，因澳門在娛樂、旅遊及文
藝方面持續發展，期望日後有更多旅客來澳。
對於金管局限制在賭場內使用銀聯卡，將對博彩業

有怎樣的負面影響，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馮家超教授
就表示，儘管收緊刷卡措施傳聞由來已久，但對博彩
業造成影響並未很大。

賭客融資渠道多種
馮家超分析說：「由於我們所說的這個博彩的客人的

融資情況，其實是有多種渠道的，銀聯卡是其中一種。
按照目前顧客的結構，（使用銀聯卡的人群）這個比例
應該不高，雖然我們沒有具體的數字，但是考慮到一些

賭客，其實他是通過中介人，尤其是貴賓客，是通過介
紹的，（中介人）他們會有一些融資的安排，而且在澳
門來說，你借籌碼來賭博是合法的。」
馮家超續說，「澳門有一個信貸法，如果賭客不方便

攜帶現金的話，他可以通過中介人來接一些籌碼，借了
之後，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償還，據了解，由銀行直接
匯款這個比例不少，支票也不少，銀聯的話，應該是一
些中等的顧客突然間賭癮起了，所以就會急着套現，這
種比較多。但是對貴賓客，影響不大。」
記者探訪澳門部分大型賭場後，發現賭場內使用銀

聯機的珠寶店仍如常經營。新口岸某當舖負責人「財
哥」對本報記者表示：「現在都傳的沸沸揚揚，但銀
聯卡還是可以照刷不誤。」

中銀理財人民幣結構性存款年利率
存期 最低回報 最高回報 最高回報條件 投資取態
9個月 0.5% 6.8% 期初匯率 - 0.045 看好
9個月 1.5% 5.3% 期初匯率 - 0.045 看好
9個月 0.5% 6.8% 期初匯率 + 0.163 看淡
9個月 0.5% 5% 期初匯率+0.0935 看淡
資料來源：中銀香港 製表：記者謝孟謙

中銀結構性人幣存款特優息6.8厘 中銀理財「圍」住客戶轉
人稱Ann總的龔楊恩慈昨指，「中銀理財」業務

現時模式如「我們圍住客戶轉，讓客戶圍住家人
轉」，而銀行為客戶照料家庭成員所需，推出「家
庭證券賬戶」服務。Ann總以自己為例，分享為子
女儲蓄投資新年利是錢的經驗。

原來Ann總有一仔一女，為保愛兒壓歲錢價值，會將錢投資股
票，不過經年累月，會混淆仔女股票誰屬……現在有「家庭證券
賬戶」，可以為仔女建立「子賬戶」，分開管理，井井有條。

新理財服務照顧一家大細
中銀香港似乎甚為重視家庭觀念，或者反映現時客戶不再獨善

其身，個個學做銀行投資專家，為家人打點投資與存款，一家大
細都要理財。不過，此「圍住客戶轉」表述，當中「圍」教人聯
想翩翩，予人「圍困」、「圍繞」之意。或者會有客戶不安，感
到自己將被產品資訊「圍堵淹沒」。轉個角度，將句子改寫為
「中銀香港與你修身齊家」，添上古雅意趣之餘，意思更加正
面，而Ann總所言應該正是此意。 ■記者謝孟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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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進一步與監管及稅務部門確定的收費及稅項
稅項 細節 收費方
新的中央結算系統收費 就滬股通股票向結算參與者提供託管及 香港結算

代理人服務的新收費(正待香港證監會批准)
紅利稅 適用於紅利及送股(正待國家稅務總局釐清) 國家稅務總局
資本增值稅 適用於股份賣出(正待國家稅務總局釐清) 國家稅務總局
註：紅利稅將於滬股通股票發行人及中國結算分派時預扣；

新的中央結算系統收費一旦實施，將按月以港元收取
製表：周紹基

經滬港通進行北向交易的相關收費及稅項
稅費項目 徵收比率 收費方
經手費 雙邊成交金額0.00696% 上交所
證管費 雙邊成交金額0.002% 中證監
過戶費 雙邊成交金額0.06% 中國結算
交易印花稅只收賣方成交金額0.1% 國家稅務總局
註：以上所有稅費項目將於T日末從香港結算參與
者的指定銀行帳戶收取 製表：周紹基

■港交所刊印了「投資者資料手冊」，教育本港投資
者滬港通的詳情及怎樣參與交易。

■龔楊恩慈
謝孟謙 攝

■陳家強稱，港不應只集中
離岸人民幣服務，亦應積極
拓展資產管理行業。

陳家恩 攝

■恒指昨一度跌192點，收市跌幅收窄至82
點，成交淡靜僅488億元。 中新社

滬港通假期安排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內地

營業日

營業日

營業日

假日

香港

營業日

營業日

假日

營業日

滬港通是否開放？

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款項交收日
香港不開市

香港不開市

內地不開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