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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pp買阿里 內地易過港
內地工作港人可認購 基金團購1000人仔起

外圍數據好 恒指料高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非農業職位增加
數目較預期為多，加上失業率回落至金融海嘯前低水
平，促使道指及標普再創歷史新高，帶動港股的美國
預託證券（ADR）在上周四近全線報升，預期今日港
股可望高開約240點，使恒指上試挑戰23,880點。
AMTD證券及財富管理業務部總經理鄧聲興表示，在
多個利好因素支持下，本周港股料會繼續造好。
他指出，除外圍因素外，中國官方6月份的製造業
PMI創6個月新高、中央的政策正逐漸減輕收緊的力
度，加上港匯仍強，都有助大市拾級而上，上周港股一
度創出今年新高23,626點，若本周港股的成交平均仍達
約600億元的規模，料恒指可望上試23,800點阻力位。

資金流入 提升港股估值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亦預期，港股總體上仍
保持強勢，對於後市可維持正面看好態度，估計恒指
正朝着24,000點進發。目前，歐洲央行放鬆銀根，道
指又升穿17,000大關創歷史新高，內地經濟數據也見

回穩，這些都是利好港股的外圍因素。
現時港匯呈強，並多次觸及強方保證，說明真的有
資金流入香港，在港股流動性有望增加下，將有利港
股提升估值。技術上，恒指的初步支撐維持在23,200
點，守穩其上，可望挑戰24,000點。
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涂國彬指出，上周表現最

亮眼的板塊當屬濠賭股，股價在5月和6月似乎形成
雙底形態，銀娛（0027）和金沙（1928）更錄得6連
升的紀錄，現時已收復了多條主要移動平均線，反映
動力強勁。該板塊的好友佔據上風，相信下一阻力位
為4月份的高位。

美債孳息料波動地產受壓
內房股近期的升幅也相當顯著，主要是內地傳出地

方政府為救市，而加速放鬆限購政策，市場憧憬資金
持續流入，是內房股反彈的主因。投資者可選擇一些
銷售業績穩定，而且負債率較低的企業，並採取趁低
吸納的原則入市。

至於本港地產股，自3月中展開升浪，到6月已大
致收復過去一年的失地，他料有關板塊已進入調整
期，投資者需留意，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復甦比預期
快，失業率更意外下降至6.1%，美債孳息率很可能
在短期內反彈，這將對本港地產股構成壓力。

本港ADR上周四於美國表現
股份 ADR於美國收報 較上周五港股變化

（港元） （%）
匯控（0005） 80.71 +0.39
中移動（0941） 76.25 +0.39
中海油（0883） 14.13 +3.45
中石化（0386） 7.42 +1.36
聯通（0762） 12.25 +1.94
國壽（2628） 21.07 +0.81
中石油（0857） 9.88 +0.58
*上周五美股停市

製表：周紹基

日前，國家外管局公佈6月份QFII/RQ-
FII投資額度審批情況。總結今年上半年數
據，QFII項下共批覆額度70億美元（去年
全年共批覆124億美元），新增24家機構。

從2003年推出QFII至今，外管局累計批覆額度564億美
元，合資格機構252家。RQFII項下，上半年累計批覆額
度929億元人民幣（去年全年共批覆905億元人民幣），
新增19家機構。從2011年推出RQFII至今，外管局累計
批覆額度2,503億元人民幣，合資格機構71家。

離岸人幣產品供不應求
上述數據顯示，RQFII發展速度大大超過QFII，這不

僅體現在額度增量方面，也體現在機構組成方面。在今
年新增的19家機構中，中資僅有6家，其餘皆為一些全
球或地區性的知名投資機構。伴隨着人民幣國際化進
程，建立更多海外人民幣清算中心（香港、新加坡、倫
敦、巴黎、盧森堡），現有的離岸金融產品顯然不足以
應付日益增長的人民幣投資需求。例如，現時海外點心
債交投並不活躍，部分因為很多投資者看好長期人民幣
堅挺而採取持有到期的策略；據統計，2013年離岸人民
幣存款證、點心債合計發行量約3,800億元，僅亞太地區
人民幣資金池規模就已接近15,000億元，兩者差距很
大。

RQFII局限少機構追捧
今年以來，監管機構為提升RQFII投資便利化程度推

出了一系列措施。3月份上交所更新了QFII/RQFII交易
規則，RQFII可投資範圍幾乎涵蓋了交易所的全線產
品。4月份公佈滬港通計劃後，由於其交易規則和投資產
品的局限性，機構投資者對RQFII的熱情並未降低。5
月份外管局優化了RQFII額度管理規則，特別是簡化、
合併RQFII產品線為公募和私募兩種，並適當延長了額
度獲批後的注資期限（最長可達1年）。上周，習主席
訪韓期間公佈，韓國也將獲得800億元RQFII額度。

根據市場調研指，目前境外機構投資者對於內地債券
市場需求仍然旺盛，特別是內地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由
於內地採用分業監管體系，中國人民銀行尚未對RQFII
私募賬戶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根據中國證監會數據，
今年第一季度，內地交易所債券市場集資總額為 385億
元（含可轉債、可分離債和中小企私募債）。另一方
面，根據中國債券網數據，同期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集
資額已高達11,181億元。巨大的反差其實也是未來RQ-
FII的巨大商機。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上半年RQFII回顧
中銀國際 杜勁松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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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阿里巴
巴作為內地最大的電商，其在美國上市也令內地許
多投資欲分一杯羹。日前，內地包括華夏、嘉實基
金等多家基金公司推出阿里巴巴美國上市的打新服
務，內地投資者可通過購買該類基金打新阿里美
股，分享其上市帶來的機遇。

A股低迷 資金出走海外
專業人士預測，阿里上市後市值可能達到2,000

億美元。數據顯示，迅雷、新浪微博上市首日漲幅
分別達24%和19%。為幫助內地投資者把握阿里上
市機遇，嘉實基金和華夏基金等紛紛推出相關打新
服務。嘉實基金將推出低門檻投資阿里定製服務，
專門服務於打新阿里美股。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
今年以來境外市場屢創新高，A股卻持續在低位徘
徊。這使得本土投資者通過投資境外分散單一的市
場風險的需求日漸強烈。投資機構創新推出的「團
購」投資新股的業務，或可為內地投資者分享本土
優質企業境外上市紅利提供較好的渠道。對於上述
投資阿里定製服務，嘉實基金官方並未透露具體操
作細節，但據消息人士透露，該服務的門檻為1,000
元人民幣。

華夏基金鎖定期一年
華夏基金針對阿里巴巴集團上市所設計的海外定

向資產管理計劃也在籌備中。該計劃是擬專門針對
阿里巴巴集團上市的海外定向資產管理計劃，項目
總規模在1.5億美元，鎖定期為一年，認購金額100
萬人民幣起。不過，據透露，該項目並不是針對阿
里巴巴集團新股，而是員工持股的轉讓基金。
此外，博時基金專戶最近推出4隻海外IPO及配

售資產類管理計劃，投資範圍均為境外市場的股票
（包括但不限於IPO、配售、大宗交易）、可轉換
債券、貨幣市場工具等。市場預計，博時基金也將
會針對阿里上市進行相關申購，以把握阿里巴巴上
市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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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阿里上市日期逼近，有本港
券商指出，近期有不少投資者

查詢如何越洋認購阿里的新股，但
美國條例規定新股只向專業投資者
開放，即投資者起碼要有200萬元
資產，才有可能成為專業投資者，
這點可能令大部分本港的散戶被拒
於阿里IPO門外。

正常認購美新股門檻達200萬
事實上，本港都有類似的專業投

資者界定，根據香港證監會的規
則，投資組合資產達 800 萬元以
上、並有一定投資經驗的投資者，
才可被視為專業投資者。
據了解，本港目前僅有輝立、

中銀及匯豐提供認購美國新股服
務，耀才證券則正在考慮針對阿
里開設抽新股服務。對阿里有興
趣的散戶，只好待阿里掛牌後在
二手市場吸納了，但可能就要冒
高追風險。WIND數據顯示，前不
久上市的迅雷、新浪微博首日漲
幅分別達24%、19%，股價表現搶
眼。
目前港人還能直接買賣內地基金

的，但內地在去年4月份已經開放
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及跨境家庭，可
以認購內地的股票及基金。

內地基金定向配置阿里資產
相較之下，內地投資者可能有幸

以較低門檻認購阿里新股。嘉實基
金計劃推出一款針對阿里新股的團
購服務，入場費僅1,000元人民幣。
《中國證券網》引述消息指，使用
嘉實「定製帳戶」服務的投資者，
可經定製帳戶的官網或App（手機

應用程式）申請認購阿里新股，最
低入場費僅1,000元人民幣，但其他
認購條件、最高認購額等具體細節
仍有待公布。
外電也引述消息稱，嘉實基金旗

下子公司嘉實財富，將以投資管理
人的身份，將集合所有的定製帳戶
認購金額後參與阿里的新股認購，
變相等於「團購」阿里新股。報道
指出，該服務將通過嘉實剛獲得的

「外匯通」業務通道，因此投資者
將不會受現行居民每年最多兌換等
值5萬美元外匯的限制。
另外，據稱華夏基金也計劃以

「海外定向資產管理計劃」名義，
推出針對內地投資者的阿里上市理
財產品，模式是將阿里列入管理計
劃的投資組合內，項目總規模在1.5
億美元，鎖定期為一年，之後可自
由贖回，入場費為1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阿里

巴巴將於8月8日在美國掛牌上市，一

眾想抽新股的香港散戶，亦可用小小

本錢一圓心願。內地包括華夏、嘉

實、博時等多隻基金，已經計劃推出

定向配置阿里資產的基金供小投資者

認購，其中嘉實基金推出的一款針對

阿里新股的團購服務，入場費僅1,000

元人民幣，更可用手機App來認購，

較諸本港券商目前提供的認購美股新

股的200萬港元入場費便宜及方便很

多。據現行規定，在內地工作的港人

及跨境家庭，可以認購內地的股票及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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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實基金：投資阿里定製服務的門檻為1,000元人民幣。
華夏基金：阿里海外定向資產管理計劃，項目總規模1.5億美元，認購

金額100萬元人民幣起，鎖定期為一年。
博時基金：4隻海外IPO及配售資產類管理計劃，投資範圍包括IPO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洪鏘、顏倫樂）中半
山雅賓利大廈高層C室，消息指剛易手，單位
實用面積1,948方呎，建築面積2,549方呎，連
3個車位，原業主原先索價9,600萬元，近日減
價至9,300萬元，終覓得買家承接，折合實呎

價為47,741元，創該項目史上新高。資料顯
示，原業主何敬民，與前澳門特首何厚鏵兒子
何敬民同名，何氏於2003年樓市低位期間以
2,500萬元買入單位，持貨約11年易手，帳面
大賺6,800萬元，單位升值2.72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新鴻基
（0086）昨宣佈，旗下間接擁有58%的附屬公
司亞洲聯合財務與騰訊（0700）持股近20%的
58.comInc，探討潛在訂立若干合作計劃，以建
立長期夥伴關係；新鴻基間接與騰訊變成「遠
房親戚」。

亞洲聯合財務58.com商合作
而有關戰略夥伴關係之文件預計於今日簽

訂。新鴻基指，將在亞洲聯合財務與58.com簽

訂文件後宣佈戰略夥伴關係之細節，提醒股東
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
事。
騰訊（0700）於今年6月，斥資約57億元透
過旗下全資附屬公司認購及購買58.com若干普
通股，而58.com則向若干現有股東購回若干B
類普通股。交易完成後，騰訊將持有58.com發
行在外總股本合共19.9%權益，以及投票權益
的15.2%；3680.5萬股A類及B類普通股，每
股作價20美元。

新鴻基騰訊攀「親戚」

傳何厚鏵子沽中半山豪宅賺6800萬

逸瓏灣周六日沽37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大型新盤於過去兩日未有銷售
動作，令過去兩日一手成交僅錄約70宗零星交易，其中信置旗
下逸瓏灣 I及 II錄得最多成交，達37宗，佔整個市場共約
53%。其餘新世界旗下元朗溱柏錄得10宗交易，同系與會德豐
等合作發展的GRAND AUSTIN亦錄得4宗成交。另外，中國
海外（0688）旗下上水歌賦嶺發售5伙，單日錄得2伙成交，其
中歌賦嶺楊柳徑8號屋，成交價2,926.1萬元；龍柏徑23號屋，
以1,674.5萬元售出。

■■逸瓏灣逸瓏灣II期開售期開售，，市市
民到場參觀民到場參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