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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75%股民對滬港通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永義實業 ( 0616 ) 昨日
公布截至今年9月底的6個月業績。期內營業額為1.28億
元，按年上升24.3%，公司股東應佔虧損7,600萬元，由
盈轉虧，去年同期之溢利為407萬元。董事會解釋，虧
損主要由於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產生虧損1.04億元所
致。期內每股基本虧損為19.16港仙，去年同期盈利為
4.41港仙。
另外，集團現與銅鑼灣勿地臣街11及13號物業業主洽

商收購其物業。而其餘收購包括九龍塘延文禮士道14及
16號以及九龍塘延文禮士道18及20號，分別將於今年
11月尾及明年1月完成。
集團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鄺長添表示，環球經濟正平

穩復甦，內地亦推出多項政策刺激經濟保持中高速增
長，加上本港豪宅物業的需求在過去幾個月有回升跡
象，集團對本地物業市場充滿信心。

永義半年轉蝕7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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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滬港
通」成功推出，雖然經「港股通」的買
賣不算活躍，但港交所(0388)主席周松崗
昨透露，滬港通的首天，266隻可透過港
股通買賣的股份，有90%左右有成交，
反映內地散戶投資者對港股有較廣泛興
趣。而首天透過「滬股通」買賣的560多
隻A股，則只有60%左右有成交，反映投
資A股的投資者，暫時只將投資目標聚焦
於部分A股，可能與「北向」交易有部分
為機構投資者有關。

羅兵咸：市場初期仍在適應
羅兵咸永道亞太區金融服務稅務主管

葉招桂芳認為，滬港通開通初期，市場
反應較預期冷靜，主要因市場仍在適應
當中，該行旗下的客戶對滬港通的反應
仍很熱烈，相信經過一段時間，整體市
場運作暢順，未有出現大問題，有關的
交易會續增，也有機會在未來擴大額
度。
對於「南向」交易的反應較「北向」

冷淡，她認為，本港股份對內地投資者
來說，知名度仍是低，日後若加強推
廣，情況將會改善。她又指，人民幣合
格境外投資者(RQFII)在港的額度為2,700
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的額度也達1,500億美元，兩者總額大於
滬股通的3,000億元人民幣，加上RQFII
及QFII提供了更多的內地產品供投資，
並不限於股票，相信RQFII及QFII未來
仍具其重要性。現時，RQFII已逐步推
展到更多國際金融中心，長遠將有助離
岸人民幣業務的健康發展。
另外，現時內地股民投資港股，可獲

豁免3年的資本增值稅。本港投資者北上
買A股，也免收資本增值稅，相信若滬港
通的稅制條款運作順利，內地及本港的
基金互認機制可望在下一步出台。
不過，署理財政司司長陳家強表示，

中證監和香港證監會對基金互認雖已有
共識，但估計不會在今年內推出。

陳家強：人幣任兌後存款增
陳家強續指，滬港通推出及人民幣兌

換上限獲放寬後，本港人民幣佔整體存
款比例有所增加，但港元存款並無減
少，認為此措施不會影響港元地位。他
認為，現時人民幣主要用於企業交易，
取消兌換上限只會方便市民，不會大幅
加市民對人民幣的需求，對市場影響不
大。

摩通籲增持A股 近6年首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曾敏儀）投資銀
行摩根大通預料，明
年內地資金將由房地
產轉向股票市場，該
行亞洲及新興市場首
席股票策略師莫愛德
昨於記者會表示，加
上滬港通開通，將吸
引更多外資流入A股
市場，他預料明年內
地股票會有 10%回
報，摩通更自 2009
年首次給予內地增持
評級。

看淡港股 無關滬港通
莫愛德形容，如同QFII一樣，滬港通是外資投資有用

的渠道，儘管現時投資者需要多些時間觀望，但估計滬
股通於明年年中會再次用完額度，直言滬港通對內地股
市有支持。對於恒生指數下挫，他認為未來真正影響恒
指表現的並非滬港通，美國即將加息、零售業低迷、樓
市泡沫爆發憂慮等才是真兇，而且銀行或會出現跨境借
貸的危機，因此摩通給予明年香港減持評級，特別是有
關地產、銀行、非必需消費品的股票。對於有憂慮指人
民幣走向國際化將危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認為香
港是內地盟友，仍具競爭力，但寄語香港「成功者不能
視所有東西為理所當然」。

內地明年料降準2次
另外，摩通料地中國央行將於明年實行「中國特色的量
寬」，估計會2次下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而所衍生的資
金將由下行的房地產市場改為投資股票市場。莫愛德最看
好內地科網及電訊股，相反由於內房銷售衰退，建材及內
房股將受壓，而石油價格下滑將削弱內地能源股。
摩通同樣予印度以持增評級，認為莫迪政府施政有效

減慢通脹及維持穩定貨幣。

■莫愛德預料，明年內地股市會
有10%回報。 曾敏儀攝

長實煤氣首入港股通十大
北水僅3.8億流入 額度用剩102.47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滬港通」

出台3日，投資者昨繼續借好消息出貨，令

恒指下調。港股低開 63點後，全日收報

23,373.3 點，跌 155.8 點，出現「三連

跌」。大市成交更縮至658億元，當中透過

「港股通」的成交額只有4.96億元，扣除當

中23.2%沽盤，實際買盤僅約3.8億元。不

過，本地大藍籌長實（0001）及煤氣

（0003）則首度打入港股通十大成交榜，分

別有1,320.86萬及1,411.42萬元成交，排成

交榜第8及第7位，而榜首的是內地品牌波

司登（3998），成交2,094.26萬元。

滬港通昨推出後，大市一路下調，3日共跌714
點，使用額度亦一日比一日少，昨日滬股通及港

股通的額度各剩餘逾100億元人民幣，分別為103.88億
元人民幣及102.47億元人民幣。分析員昨表示，港股
初步的技術支持位應為250天牛熊線(23,231點)，但相
信大市跌至23,000點的機會仍相當大，相信資金會轉
移炒作細價股。

恒指3日挫714點 港交所捱沽
時富資產董事總經理姚浩然表示，「佔領」行動發
生初期，恒指最低見約22,500點，但相信目前港股在
23,000點應有較強防守力，相信恒指短線再跌的空間
不多。
港交所(0388)繼續捱沽，並跌穿170元水平，收報
168元，挫3.39%，為全日表現最差藍籌，3日共跌逾
一成，市值蒸發了約200億元。即使有連日有北水流入
的騰訊(0700)亦跌1.1%，中移動(0941)跌1.8%，匯控
(0005)也偏軟，這使大市全無動力。
市場預期油組難以達成減產的決定，油價續受壓，昆

侖能源(0135)再挫2.87%。資金唯有拋售大盤股，轉而炒
作細價股，雅天妮(2982)昨日除權，無端爆升1.09倍，報
0.345元。坪山茶業(0364)也大漲85.7%後停牌。另外，

新源(1048)升72.3%，利基(0240)升44.8%，茂盛(0022)升
38.3%，中盈(0766)升35.2%，顯示細價股市場熾熱。

股仔瘋炒 升銳退速風險高
在港股通股份當中，明發(0846)表現最佳，升8.6%。

復星醫藥(2196)亦升7.58%，中化化肥(0297)升5.34%。
不過，JC Group(8326)連升後，昨日直「插水」，蒸發

66%。而近日大升的銀仕來(1616)都跌23.6%，新傳媒
(0708)回吐21.6%，反映細價股場的風險相當高。
香港電視(1137)昨日開台，開台7個半小時已有25萬

人收看，但股價在高位有沽壓，急挫7%報4.3元。至
於被受挑戰的電視廣播(0511)以近全日最低位42.8元報
收，跌近2%。手持免費牌的電盈(0008)及有線寬頻
(1097)都分別跌0.8及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滬港通開通後，可謂
令市場大跌眼鏡，昨日無論滬股通抑或港股通，額度
亦剩餘100億元人民幣或以上。不過，中證監的調查就
指，近75%受訪者對滬港通仍然持樂觀態度，當局近
日向內地投資者進行名為「滬港通個人投資者及其權
益」的專項調查，發現投資者多注重長期回報，並期
待政府能逐步放寬各項限制性政策。
調查顯示，投資者選擇港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港股相對穩定的投資回報、成熟的市場環境、以至
投資產品的豐富。而投資者則傾向選擇有穩定派息
政策的公司、以及估值較低的藍籌股為目標，當中
接近七成投資者認為估值較低的藍籌股乃最好的投
資選擇，而亦有超過一半投資者以穩定派息作首要
投資目標。

冀投資範圍額度門檻漸放寬
與此同時，調查亦發現投資者對滬港通的投資範

圍、額度、門檻均有逐步放寬的期望，69.2%投資者冀
進一步擴大可投資範圍，而超過六成投資建議提高投
資總額度及每日額度，另有一半投資者支持盡快開通
深港通。
對於降低滬港通的門檻，各界亦有不同意見，其中

內地散戶要投資港股通仍設有50萬元人民幣的開戶門
檻。摩根大通亞洲及新興市場首席股票策略師莫愛德
就直言，相信在中央放寬貨幣政策，才可斷定會否推
動港股通的交易量，但認為即使明年港股通額度亦不

會用完，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推動力。

摩通：北向額度料明夏用完
莫愛德又稱，機構投資者對滬股通感到興趣，惟認

為仍需觀察一周時間，視乎運作情況，才會決定加大
滬股通的投入量，而由於普遍預期明年內地股市會跑
贏港股，所以北向額度應會較快用完，估計到明年中
旬便會耗盡。
上海財經大學證券研究中心主任金德環就直言，不

少內地散戶早已透過券商於本港開戶，認為港股通只
是變相「法律上」認可開通，實際作用不大，而不少
內地散戶證券賬戶餘額已達50萬元人民幣，門檻已是
較低，進一步放寬並不適合。
而中證監在滬港通開通後，繼續公布各項細則，而

最近當局就是境外投資者買賣滬股通股票，不能參與
內地市場的融資融券業務，但可參與本港融資融券。
而為避免烏龍盤的發生，港交所（0388）已設置買入
不能超過市價4%的申報控制。

■■中證監調查顯示中證監調查顯示，，內地投資者傾向內地投資者傾向
選擇港股有穩定派息政策的公司選擇港股有穩定派息政策的公司。。

港股通十大成交活躍股(萬港元)
排名 股份 買入金額 賣出金額 成交總額
1 波司登(3998) 801.72 1,292.54 2,094.26
2 騰訊(0700) 1,512.85 558.49 2,071.35
3 中芯(0981) 1,060.12 786.99 1,847.12
4 上石化(0338) 1,607.08 45.20 1,652.28
5 大連港(2880) 748.76 715.14 1,463.90
6 東航(0670) 1,019.02 435.89 1,454.91
7 煤氣(0003) 1,411.42 沒有 1,411.42
8 長實(0001) 1,307.12 13.74 1,320.86
9 上海電氣(2727) 883.54 282.69 1,166.24
10 中石化冠德(0934) 1,082.98 11.45 1,094.44

製表：周紹基

滬股通十大成交活躍股(萬元人民幣)
排名 名稱 買入金額 賣出金額 成交總額
1 大秦鐵路(601006) 30,958.86 2,158.44 33,117.30
2 平保(601318) 24,948.12 2.99 24,951.12
3 上海汽車(600104) 21,123.76 1,307.02 22,430.79
4 太保(601601) 21,930.17 2.21 21,932.38
5 工行(601398) 15,457.04 1,125.20 16,582.24
6 北方導航(600435) 12,181.88 沒有 12,181.88
7 上海機場(600009) 8,518.72 沒有 8,518.72
8 建行(601939) 7,457.15 0.46 7,457.61
9 招行(600036) 7,404.72 21.23 7,425.95
10 貴州茅台(600519) 6,888.81 504.30 7,393.11

製表：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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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三連跌，
昨收挫0.66％，
成交更縮減至
658億元。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本地零售業受「佔
中」影響生意，莎莎(0178)更面臨關店危機。消費股
必瘦站(1830)主席歐陽江表示，「佔中」無減女士們
的纖體熱情，顧客在10月購買的套票療程更按年升
2.43倍。公司中期純利按年增長68.7%至7,117萬元，
刺激昨股價升逾1成，收報2.04元。
歐陽江指，位於示威區的旺角及銅鑼灣分店未有受

到「佔領」行動影響，雖然門店附近每日聚集數百示
威者，但仍無阻「要靚唔要命」的女性前往該區繼續
減肥療程。顧客在10月購買的套票療程更按年升2.43
倍。至於首季及次季的預售套票療程，亦分別按年升
1.1倍及1.82倍，他預計聖誕及新年檔期為女性減肥旺
季，故看好未來數月的業績表現。
現時集團的主要增長動力為醫學美容業務，上半年

更引入相關儀器，以及花費在醫學美容中心裝修的固
定資產開支費用達9,100萬元。上半年度整體店舖數
目增長32%，總樓面面積增加至21萬平方呎，相當於
早前的開店計劃目標的2倍，目前暫未有進一步的擴
充計劃。

擴內地店舖面積拓醫學美容
內地方面，公司主要以增加原店面積為擴充的方式，未來計

劃在現有纖體中心劃出一部分發展醫學美容，雖然目前內地的
增長較慢，但預期下半年度的增長幅度能夠追上香港。
他又指，期內增聘300名員工，上半年員工開支大幅上升，主

要為拓展內地市場，發達城市的醫學美容市場增長潛力龐大，在
纖體業務方面仍未見頂，本港的纖體美容市場則相對飽和。

eBay：港賣家出口市場亞洲第二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相較以內地消費
者為主的淘寶網，不少香港商業賣家選擇eBay的
原因之一，就是可以衝出香港，賣到世界各地。
eBay昨發表報告指，去年香港賣家平均出口國家
和地區達57個，在亞洲排名第二，當中14%為
「新賣家」，遠超傳統實體商務5%的新賣家比
例。 eBay跨境貿易事業部香港區總經理梁皚貝
於記者會上，無正面回應會否推出類似「雙11」
的購物節，惟強調會因應「黑色星期五」、聖誕
等西方節日提供折扣優惠，並鼓勵賣家開拓俄羅

斯、沙特等新興市場。
香港傳統貿易由少數大型企業

主導，世界銀行統計顯示，香港
傳統企業的平均出口目的地市場
僅7個，而於電商平台eBay，上
述數字卻高達57個，高於全球的
平均19個，在亞洲僅落後於中國
內地。

零售出口美英澳最勁
eBay報告顯示，O2O的興起

吸引更多新賣家及中小企以網
絡平台銷售。香港eBay賣家零
售出口市場中，美國、英國及
澳洲位列三甲。反觀傳統出口
貿易，主要為中國內地、瑞士
及美國。

賣家分享創業經歷
香港eBay賣家張先生分享經歷指，2006年於

eBay設立網上平台，最初售賣遙控直升機，投資
額不到1,000港元，如今生意遍及176個國家，產
品線擴充至衫褲鞋襪、汽車配件、化妝品、日用
品，每月收入約1.2萬美元，純利率逾10%。
生意愈做愈大，張先生投資100萬港元於美國
設立海外倉，節省物流成本之餘，提升買家購物
體驗。梁皚貝補充說，除了歐美主流國家，近年
愈來愈多賣家計劃於俄羅斯、拉脫維亞設倉。

2013年香港eBay
商業賣家銷售主要產品

1 攝影器材
2 手機和配件
3 電腦

4 汽車配件
5服飾、鞋帽和食品
6珠寶首飾和鐘錶

2007至2013年間香港eBay
商業賣家增長最快市場

1 俄羅斯
2阿根廷
3沙特阿拉伯

4以色列
5克羅地亞

■梁皚貝(左)鼓勵賣家開拓俄羅斯、沙特等新興市場。旁為ebay
賣家張先生。 張易攝

■歐陽江看
好未來數月
的 業 績 表
現。
陳楚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