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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nd4料70萬人捧場
今截認購一人難兩手 全家出動增中籤率

市場消息指，耀才證券認購iBond4的人數最多，
達1.3萬人，涉資4億元。耀才證券銷售總監許

繹彬表示，按過往認購評估，券商的認購人數佔總
認購人數約10%，由於今年幾乎無可能獲派3手，不
少投資者實施「人海戰術」，整個家庭參與認購，
亦令人數大幅增加，因此他估計最終認購人數將達
到70萬，遠超以往的水平。

目前認購人數超去年
信誠證券的認購人數也較多，為1.1萬人，涉資3.3
億元。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示，去年該行約有
1萬人認購iBond3，今年截至目前的認購人數已超過去
年，相信最後一日的認購人數還會繼續增加。他亦估
計最終會有超過70萬人認購。另一大券商輝立證券截
至目前亦有1.1萬人認購，涉資3.96億元。不過今年「旺
丁不旺財」，認購人數雖創新高紀錄，平均每人的認
購金額卻呈下降趨勢。

平均每人認購金額降
此前中銀香港（2388）曾披露，首日認購人數

較去年首日升一成，但認購金額卻下跌20%，平
均每人的認購數由8手降至6手。星展銀行截至前
日的總認購人數下跌一成，涉及金額更下跌四
成。
翻查過去三批iBond的認購數字，第一批iBond只

有15.5萬人認購，涉及金額131.6億元，即平均每人
認購8.43手。第二批人數達33.25萬，認購總額達
498.36億元，平均每人認購15手，反應最為熱烈。
第三批的人數雖然進一步增加至52.1萬人，但涉資
總額反而下降至396.27億元，即平均每人認購7.6
手。目前市場普遍估計，第四批的平均每人認購數
額不會太高，可能僅與第三批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第四批通

脹掛鈎債券iBond（4222）將於今日截止認

購，市場反應空前踴躍。券商於昨日先截孖

展，截至昨晚8時，市場消息指9間券商總

共有5.67萬人認購，涉及金額19.82億元。

多個券商估計，最終認購人數將達到創紀錄

的70萬人，較iBond3的52萬人大增34%。

以此計算，每人最多僅獲派1手iBond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滬港通」
將於10月開通，投資者教育中心今日（31日）
將發表專題研究文章，提醒透過滬港通投資A
股的本港投資者，需注意各種風險。該中心表
示，當中主要的風險包括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

（賠償基金），並不涵蓋滬港通下的任何交易。其
他風險還有額度用盡、交易日差異、前端監控對沽
出的限制、合資格股票的調出，以及與人民幣匯兌
等的各類型風險。
該中心指出，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主要保障任
何因持牌中介人或認可機構因違責事項，例如無力
償債、破產或清盤、違反信託、虧空、欺詐或不當
行為，而導致任何國籍的投資者，因涉及港交所
（0388）上市或買賣的產品蒙受金錢損失。就滬港
通的向南交易而言，由於內地券商並非證監會的持
牌人或註冊機構，故不受證監會規管，因此投資者
賠償基金將不涵蓋向南交易。
至於滬港通的向北交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投資者賠償基金僅涵蓋在港交所上市的產
品，故一如投資者買賣海外證券一樣，投資者賠償
基金亦不涵蓋向北交易。

小心交易額度用盡
另外，滬港通設有每日交易額度，若果交易額度

用盡，相應買盤會於下個交易日暫停，但仍可接受
賣盤訂單，直至總額餘額重上每日額度水平。
由於滬港通只有在兩地市場均為交易日，且兩地市

場的銀行在相應款項交收日均開放時，滬港通才會開
放，所以有可能出現內地市場為正常交易日，但香港
投資者卻不能買賣A股的時間。投資者應該注意滬港
通的開放日期，並因應自身風險承受能力決定是否在
滬港通不交易期間，承擔A股價格波動的風險。

注意股市投資期限
對於那些一般將A股存放於券商以外的投資者而

言，如果需要沽出所持有的某些A股，必須在不晚
於沽出當天開市前，成功把該A股股票轉至券商賬
戶中。如果投資者錯過了此期限，將不能於當日沽
出有關A股。
當一些原本為滬港通合資格股票，由於前述原因

被調出滬港通範圍時，該股票只能被賣出而不能買
入。這對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或策略可能會有影響。

投資者需要密切關注兩地交易所提供及不時更新的
合資格股票名單。

人幣貶值或致損失
本港及海外投資者若要經滬港通投資A股，需要

將本地貨幣轉換為人民幣，承受匯率風險。在匯兌
過程中，將會牽涉轉換成本，如果人民幣貶值，亦
會有所損失。以上只涵蓋滬港通的部分風險。
該中心又指，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只能透過滬港通

參與上海A股的二級市場買賣，不能參與上海A股
的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同樣，內地投資者亦不能透
過滬港通認購香港上市的新股。
經滬港通買賣A股的投資者，除了需繳交買賣A股
的交易費及印花稅外，還需留意新的組合費、紅利稅
及針對股票轉讓收益的稅負，有關方面正待確定。
香港及海外投資者是透過其經紀或託管人，持有
滬股通股票，並由香港結算提供派發股東會議通
知、整合及遞交投票指示等代理人服務。根據內地
現行慣例，香港及海外投資者作為滬股通股票的實
益擁有人，並不能委任代表代其親身出席股東大
會，此做法有別於香港持有港股的做法。

滬港通交易不納「賠償基金」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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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家恩）
擁有寶馬、MINI、奧迪及法拉利等豪
華汽車品牌的經銷商中國潤東汽車
（1365）由今日至8月5日招股，8月12
日掛牌。招股價介乎3.58元至3.98元，
若以中間價3.78元計算，集資淨額約
9.2 億 元，每手 1,000 股 入場費約
4,020.12元。

日後或併購擴張
公司截至今年首季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40.6%，副總裁朱立東認為，在同業中
仍屬健康合理水平，主要由於公司開新
店和擴大需求的資金，在上市集資後，
資金會較充裕，可進一步改善資產負債
比率。另外，早前董事會承諾向舊股東
派發3.3億元人民幣的特別息，他指需
待上市後才決定何時派發，但強調不會
動用是次上市集資所得的資金。
主席楊鵬表示，內地豪華汽車市場於
未來幾年仍會保持強勁增長，並認為奢
侈品牌會調整價格，因此對經銷商有
利。他又不排除日後有併購和擴張計
劃，現階段業務戰略集中在華東沿海富
裕地區，專注豪華及超豪華汽車品牌銷
售。
該股擬發行2.69億股股份，當中約
8.8%為舊股，90%國際發售，10%香港

公開發售；美林遠東及摩根士丹利為是
次聯席保薦人。集資所得的40%用作在
江蘇、山東及上海開設汽車品牌門店；
30%用於償還債務；20%為日後潛在收
購汽車相關業務；10%為營運資金及其
他一般公司用途。

萬洲如願籌163億
另外，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昨日透露，

萬洲國際（0288）在香港的首次公開發
行（IPO）中如願融資21億美元（約
162.75億港元）。這是萬洲今年第二次
嘗試上市，稍早的一次計劃融資達53億
美元，但由於估值過高，投資者買氣不
足。

潤東汽車今招股入場費4020元 張德熙冀建貴金屬滬港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倪夢
璟）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昨
於活動後表示，前海黃金白銀交易
所、驗證中心及倉庫將於今年內全
部落實，預計年半後完工。他指與
前海合作是「百年黃金機遇」，未
來冀進駐171家企業，開拓更廣大市
場。

50企月底入駐前海
張德熙稱，首批50家企業將於月底
入駐前海，目前進展順利，甚至「比
預期還要好」，未來目標望能拓展至
171家。他還指，現已與深圳政府洽談
合作，望可在海關建立綠色通道，便
利黃金運輸；於前海設立的倉庫每天
將營運20小時，方便企業物流及營運。
另外，該倉庫不僅可作儲存黃金用途，

容納1,500噸實體黃金，亦可存放其他
貴價物品，提供一條龍服務，運作模
式創新。
他強調，前海開放港澳企業進駐

是「百年黃金機遇」，可以避免被
上海邊緣化，更能加強發展力度，
與新加坡抗衡。
張德熙表示，現在與上海黃金交易

所有初步接觸，希望能與其結成戰略
合作夥伴，未來與上海黃金交易所直
通，成立「貴金屬滬港通」。
至於金價方面，張德熙認為，鑒

於國際局勢不穩，料無人敢沽清手
頭黃金，故金價不會出現大幅下
跌，且現時投資周期多集中在房地
產及股票方面，金價走勢會較為平
穩，預計維持在每盎司1,180美元至
1,380美元之內。

■ 券 商 預
料，iBond4
最終認購人
數 將 達 70
萬。圖為第
三 批 iBond
開放認購。

資料圖片

四批iBond認購及分派數字
認購人數 最多獲派

iBond1 15.50萬 7手
iBond2 33.25萬 4手
iBond3 52.08萬 2手
iBond4(預計) 70萬 1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如果要數香港動畫，除了《成
語動畫廊》、《麥嘜》、《老夫
子》之外，你還記得哪些？說到
本地原創動畫，其中一家於今次

「第二屆動畫支援計劃」中獲選企業 Born to
Entertain Studio，其創辦人 William Kan 昨日坦
言，「做動畫好慘，政府之前成日說會支援創意
產業，但等了很久，終於上一年開始，由香港數
碼娛樂協會主辦的『動畫支援計劃』展開。」

缺支援一腳踢省錢
去年有入選的William ，今年再次合資格取得

資助，繼續創作原創動畫《鐵魂》。他指去年動
畫曾到法國參展，開闊了眼界，結識了很多海外
的同行，並得到很多日後合作機會。William加
入這一行已經10多年，3年前投資了50萬元，
開了一間細公司，希望實現自己的夢想，做一套
自己的原創動畫，發揚本土創作。不過，他坦言
覺得在香港做動畫機會太少，「平均每月的盈利
真的好少，可以說是入不敷支，而且由於沒有人
手，又想節省，因此由寫劇本、畫畫到音樂製
作，均要自己動手」。

為夢想戰場上奮鬥
不過做得動畫的人，勝在心中均有團火，為了

生 活 ， 為 了 夢 想 ， William 逼 自 己 接 一 些
marketing和branding等工作賺錢。當時平均每日
工作 20 小時的他指，「即使死都要死在戰場
上。父母日日叫我買樓，找份有錢賺的工作，但
我覺得年輕人為自己夢想戰鬥沒有錯」。

香港數碼娛樂協會會長彭子傑認為，在香港做動畫有3
大困難：包括欠缺平台、成本高和市場細，所以很多動畫
公司只可接海外生意，要賣自己的原創動畫，初期投資又
高，所以沒有幫助的話，要生存太難了。然而，如果不做
原創動畫，海外市場有很多競爭，因此只接海外生意，很
快便會失去競爭優勢。「在生意上來說，我覺得企業如果
可以做到配合到玩具市場的動畫商業模式會比較容易。如
日本，就是一個十分成功的例子。」他認為這種靈活的商
業模式亦適合香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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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指，在香港做動畫好慘。 蔡明曄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據新華網昨日報道，新疆
地礦局於新疆烏恰縣，發現一超大型金礦，截至今年6月
共提交金資源儲量127噸，潛在經濟價值400億元人民幣。
新疆地礦局表示，香港偉福礦業早於2008年，與新疆地礦
局旗下同源礦業合作勘探，偉福礦業更持有同源礦業70%
股權。
另據每日經濟新聞引述資料指，偉福礦業由港人陳奕輝

持有。陳奕輝目前為天時軟件（8028）大股東，持有
19.2%股權。天時軟件昨收報0.147元，升30%。報道又
指，該金礦截至今年6月共提交金資源儲量127噸，潛在經
濟價值在400億元人民幣以上，是目前新疆發現的資源量
最大金礦。山東招金集團、中國黃金集團公司、紫金礦業
等內地黃金巨頭均表達了合作開發意向。

大股東發現金礦 天時升30%

香港文匯報訊 信義光能（0968）公布，計劃配售新股集
資近8億元，作為太陽能電場項目的資本開支及一般營運
資金。配售完成後，母公司信義玻璃（0868）的持股比例
將由31.21%攤薄至29.26%。是次公司按每股2.07元配售
3.8億股新股，集資7.87億元，配售價較周二收市價折讓
5%。據路透獲得的銷售文件顯示，信義光能於周二收市後
尋求以每股2.05元至2.13元進行配售，換言之定價屬配售
價區間中低端。上月公司曾經嘗試在市場配售4億新股集
資高達8.84億元，惟因市況問題決定不進行。
受上述消息拖累，信義光能昨日低見2.08元，收報2.14
元，跌1.83%。信義玻璃收報4.60元，跌0.22%。

信義光能折讓配股籌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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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東(左一)指，集團資產負債比率在
同業中仍屬健康合理水平。 張偉民 攝

■張德熙(左三)
指，首批50家
企業將於月底
入駐前海，目
前進展順利。

實習記者
倪夢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