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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
股民來港開新戶口後，怎樣將資金
「搬」來香港的戶口內，是一個引人注
意的問題。由於內地每人每年限額兌換
5萬美元，要籌集足夠的港元，通常要
利用到「地下錢莊」。

跨境「搬錢」需求龐大
近期地下錢莊的活動非常活躍，有報

道指，連香港的私募基金也要通過地下
錢莊，連夜以人手將大量內地資金轉到
香港，並幾乎兌走了本港地下錢莊的所
有港元庫存，非常誇張。

內地居民每年限匯5萬美元
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表示，近期人

民幣兌美元貶值，令大量資金轉來本
港，買入與美元掛鈎的港元，並趁着現
在港股暢旺，順手炒作港股，加上外國
的基金也趁勢來港買股追落後，導致港
元匯價持續高企，金管局也要多次出手
接港元。

眼見跨境「搬錢」活動有龐大需要，
有中資銀行推出產品幫助客戶調錢到香
港炒股。建行(0939)和建行亞洲便共同
推出跨境產品，只要客戶在內地建行存
入100萬人民幣，便可在香港的建行亞
洲獲得等值的港元貸款，避開內地居民
每年5萬美元的匯款限制，充盈了內地
股民來港開立的新戶口。
除建行外，招行(3968)也推出了兩地通

戶口，主打「不需要來港開戶，就可擁
有兩地互通賬戶」，讓內地股民可不受
港股通限制下炒港股，開戶門檻更低至5
萬元人民幣，令不少內地股民關注。

有有內地基金公司的投資部職員對本報稱內地基金公司的投資部職員對本報稱，，港股通港股通
的額度月初連續兩日出現的額度月初連續兩日出現「「爆額爆額」」後後，，期後回期後回

復正常使用水平復正常使用水平，，但目前透過港股通來港的資金但目前透過港股通來港的資金，，相相
信只是較靈活調動的私募基金信只是較靈活調動的私募基金，，一旦一旦55月份開始月份開始，，公公
募基金的巨量資金殺到募基金的巨量資金殺到，，港股通肯定又會爆額港股通肯定又會爆額。。為免為免
爆額影響投資爆額影響投資，，內地有基金公司主動聯繫香港的券內地有基金公司主動聯繫香港的券
商商，，準備組隊到港開立證券戶口準備組隊到港開立證券戶口，，日後就可以不受港日後就可以不受港
股通限額的約束來買賣港股股通限額的約束來買賣港股，，投資的範圍更不限於目投資的範圍更不限於目
前的前的268268隻港股隻港股，，投資自由度更大投資自由度更大。。不過不過，，他拒絕透他拒絕透
露相關香港券商的名稱露相關香港券商的名稱。。

券商加班處理新開戶申請券商加班處理新開戶申請
剛開業的君陽證券剛開業的君陽證券，，其董事及行政總裁鄧聲興表其董事及行政總裁鄧聲興表

示示，，眼見其他券商的確有大量新客戶開戶眼見其他券商的確有大量新客戶開戶，，並以炒並以炒
「「孖展孖展」」為主為主，，他認為新一輪的內地股民來港開戶潮他認為新一輪的內地股民來港開戶潮
已經展開已經展開。。君陽證券未來當然會搶新客君陽證券未來當然會搶新客，，但他相信大但他相信大
部分組團來港開戶的人士部分組團來港開戶的人士，，只會集中揀選具中資背景只會集中揀選具中資背景
的券商的券商，，特別是海通國際特別是海通國際((06650665))、、國泰君安國際國泰君安國際
((17881788))等兩地都有業務的跨境中資券商等兩地都有業務的跨境中資券商。。
有中資券商在港子公司的高層透露有中資券商在港子公司的高層透露，，最近內地散最近內地散

戶來港開戶的數量相當多戶來港開戶的數量相當多，，大約估計是往時的大約估計是往時的1010倍倍
左右左右，，有關券商要加班處理新開戶口的申請有關券商要加班處理新開戶口的申請，，若果港若果港
股的交投量持續高企股的交投量持續高企，，相信還會有更多的內地股民來相信還會有更多的內地股民來
港開戶港開戶，，這種盛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盛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六福金融主席兼行政總裁許照中表示六福金融主席兼行政總裁許照中表示，，有消息指有消息指

內地股民組團來港開戶內地股民組團來港開戶，，應該是誇張了一點應該是誇張了一點，，他認為他認為
有能力的內地股民有能力的內地股民，，其實早在幾年前已經來港開了戶其實早在幾年前已經來港開了戶
口口，，一直投資着港股一直投資着港股。。但他承認但他承認，，近日港股火熱近日港股火熱，，的的
確吸引了很多新增客戶確吸引了很多新增客戶，，而當中部分客戶而當中部分客戶，，並沒有親並沒有親
自來港辦理手續自來港辦理手續。。他又透露就該行而言他又透露就該行而言，，除了新增客除了新增客
戶數目外戶數目外，，相關交投的升幅同樣有着倍數的增長相關交投的升幅同樣有着倍數的增長。。

橋樑搭通助吸引各路熱錢橋樑搭通助吸引各路熱錢
李小加也指出內地資金對港股近期的李小加也指出內地資金對港股近期的「「大牛市大牛市」」

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中國內地國民財富有很大一部中國內地國民財富有很大一部
分資產要在全球進行多元化配置分資產要在全球進行多元化配置，，需要滬港通以及將需要滬港通以及將
來來「「滬台通滬台通」」等特殊的等特殊的、、有創意的機制有創意的機制。。他說他說，，近兩近兩
個星期個星期，，港交所每日交易量為去年每日平均交易量的港交所每日交易量為去年每日平均交易量的
33倍倍。。這就像橋通了這就像橋通了，，兩個原本自成體系的死水迅速兩個原本自成體系的死水迅速
聯動聯動。。港股牛市開始時港股牛市開始時，，外資一度懷疑港股是否值這外資一度懷疑港股是否值這
麼高的價格麼高的價格，，大量賣出大量賣出；；後來發現其實是規則後來發現其實是規則、、性質性質
變了變了，，又帶着又帶着「「援兵援兵」」大舉回來大舉回來。。
內地上月底允許不具內地上月底允許不具QDII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身份的公募基金身份的公募基金，，也可以透過港股通買港股也可以透過港股通買港股，，但由於但由於
召開持有人大會及修改章程需時召開持有人大會及修改章程需時，，業內估計相關資金業內估計相關資金
55月份才能殺至月份才能殺至。。匯豐的報告估計匯豐的報告估計，，通過通過QDIIQDII、、港港
股通及日後深港通三大渠道南下投資港股的公募基股通及日後深港通三大渠道南下投資港股的公募基
金金，，規模可能高達規模可能高達55,,000000億元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報報
告稱告稱，，按首季按首季QDIIQDII額度批出的進度估計額度批出的進度估計，，至年底新至年底新
增增QDIIQDII額度應為額度應為22,,000000億元億元，，其中其中6060%%或或11,,200200億元億元
投資香港市場投資香港市場。。匯豐又預計滬港通機制下的港股通匯豐又預計滬港通機制下的港股通，，
總額度將由現時總額度將由現時22,,500500億元擴大至億元擴大至33,,500500億元億元。。即將即將
推出的深港通初期總額度料為推出的深港通初期總額度料為22,,000000億元億元。。

經濟數據弱續推寬鬆政策經濟數據弱續推寬鬆政策
大量資金湧入下大量資金湧入下，，匯豐預期港股將進一步走高匯豐預期港股將進一步走高。。

該行報告稱該行報告稱，，第二季第二季HH股大升不僅受國際資金推股大升不僅受國際資金推
動動，，AA股自去年股自去年77月以來的升浪亦蔓延至港股月以來的升浪亦蔓延至港股，，預計預計
HH股將進一步走高股將進一步走高。。報告認為報告認為，，滬港通機制出台及內滬港通機制出台及內
地放寬對公募基金的監管地放寬對公募基金的監管，，相信相信HH股升浪可持續股升浪可持續。。
同時同時，，中國中國33月經濟數據疲弱月經濟數據疲弱，，亦令內地政策有望進亦令內地政策有望進
一步寬鬆一步寬鬆。。

內地股民組團開戶內地股民組團開戶 50005000億公募基金下周殺到億公募基金下周殺到
北水續湧港 托起大牛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牛

氣冲天，每日成交都近2,000億元，恒指

更曾升穿二萬八。港交所（0388）行政

總裁李小加上周表示，「滬港通」南下

資金對港股近期的「大牛市」起了非常

重大的作用。市場人士亦認為，現時有

多股力量推升港股，包括內地私募基金

及歐美長線基金，內地公募基金料5,000

億元人民幣的巨量資金估計下周也會殺

到。與此同時，不少內地投資者更組隊

來港開新的證券戶口，當中便有基金業

人士，目的為避開「港股通」額度限

制，以及購股名單的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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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投身證券業近
廿年，信誠證券投資部高級經理劉兆祥有份見證
香港金融市場的改變。他指出，每隔幾年，大市
都會有一段爆升，但他形容近日港股的交投量每
日超過2,000億元，實在很瘋狂。
他回憶說，最驚心動魄的一次「大上大

落」，就是97、98年的股市。「97年股市暢
旺，落盤的電話1個接1個，原本每天4點下
班，每晚卻要工作至11時，才完成向客戶覆盤
的工作。後勤的員工更是通宵達旦，要凌晨3
時才可收工，真是『忙到飛起』」。

97牛轉熊「當時似打仗」
及後經過97股災，到98年政府入市，「當

時像打仗一樣，一邊見貨就沽，另一邊又要不

停補倉，十分混亂，當年才可以說是『時
代』。」他說，今時今日，網上落盤普及，透
過經紀做買賣的客戶不斷減少。就算現在逾
2,000億元的成交，他也可以6點前收工，氣氛
不可同日而語。
他補充說，最近大市氣氛無疑是熾熱的，一

些專做「收碎股」的股票行非常繁忙，主要是
最近升浪令一些長期「坐艇」的客戶「甩
身」，故將「浮出水面」的股票出售，所以最
近本地客以沽貨為主，入貨的主要是內地客，
香港客戶大致保持冷靜。

內地股民任性「見乜炒乜」
對於內地客戶的印象，他笑言，內地股民
「見乜炒乜（見甚麼便炒甚麼）」，反應非常

敏捷，也不用思前想後，這令他想起97年時，
本港股民一樣是這樣「任性」。當年一個活躍
的客戶，每日換手率起碼達到6、7次，孖展槓
桿比率又大，港股成交當時也是屢創新高。要
知道，10萬元的資金買賣各一次，成交便是20
萬元，若一天換手6、7次，可以想像成交會被
「谷高」多少。
今次的大升浪，槓桿比率較當時已大幅下

降，換手率也沒以前誇張，但大市仍有逾
2,000億元成交，所以他才形容今番升浪十分
瘋狂。

內銀超平拉低港股市盈率
如果今次的升浪，只是港股又一次進入牛市

的開始，那指數及成交也會進一步增加，但劉

兆祥不敢估計恒指今番會否突破32,000點歷史
紀錄，因為市場一直指港股估值便宜、要追A
股落後，但他認為港股估值其實並不低，若撇
開中資股，單計本地股份，市盈率(PE)已經達
15至16倍，達到國際市場的平均水平了。

本地股份PE達國際平均水平
他指，只是本港上市的中資紅籌及H股，相

對落後全球股市，才出現港股PE低的假象。
但他進一步指出，「若將中資股中的內銀板塊
拿走，中資股的PE又會整體上升至12、13
倍，因為錄得巨額盈利的內銀股，普遍PE只
有6、7倍，但該板塊的市值龐大，大幅拉低了
整體中資股PE，才令人錯覺認為港股平宜，股
民如果忽略此要點，隨時中招。」

中資銀行助客調錢到港

資深經紀拆解港股便宜之謎

散
戶
智
慧

近期大市急升，周女士早
前乘勢賺了3萬多元，也算
是小賺一筆，她謙稱跟其他
股民還有一段很大距離，但
「小賭怡情」，已經很滿足
了。股齡不淺的周女士，是

股票行常客，與傳媒關係要好，記者了解
她近年的命中率其實相當高，之前下注的
股份都有盈利，縱使今次很多股份也「放
早了」，例如中海集運(2866)、中鐵建
(1186)及中鐵(0390)等，但都算是有回報。

她分享股海經驗，認為今次只要恒指不
跌穿 27,300 點，大市就很大機會升穿
30,000 點。但她表示不會高追港交所
(0388)等股份，反而認為內銀股可以追落
後。她目前抱着的策略是「升上去不追、
跌反而要買」。

周
女
士
：
升
不
追
、
跌
要
買

07年靠炒窩輪賺了數十萬
元的陳太，自從08年將利潤
全數輸掉後已「學乖」了，
現在只敢買賣實股，今次的
升浪也有20多萬元的利潤。
她表示，其實她對今次大市

並不抱太大的信心，只是升幅來得太突然，
才引起全城關注。她認為，美國息口走勢始
終是後市隱憂，投資者不要掉以輕心，所以
大市升至現水平，加注的股份要慎選，內銀
股市盈率偏低，可以追落後；內險股受惠國
策，也受惠A股投資上升，值得加注，港股
可炒短線。在上周訪問時，她手上持有包括
中 軟 (0354)、 中 海 集 運 (2866)、 中 廣 核
(1816)、國壽(2628)等股份，計劃作長線持
有。而地產股、內房股、濠賭股及殯葬股，
她就表示絕不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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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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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曾經損手
的高女士，現時
坦言即使買賣正
股 也 會 「 心 驚
驚」，今個升浪
主 要 是 「 趁 熱

鬧」，真正「落袋」的並不多。
她指，大市已升至現水平，她感
到頗為忐忑。高女士透露，當年
曾因以「孖展」投資股票，結果
虧損嚴重，現時她手頭上還有好
些匯控(0005)股份，是當年130
元高位追入的，正是由於有關經
歷，現在即使面對「大時代」，
也只敢小量下注，心理陰影猶在
下，很多股票也沽得太早，令她
頗感「冇癮」。

高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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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番升浪葉小姐也獲利
10多萬元，當中包括了最
近上市的廣發(1776)，單
是後者，獲利已逾 4 萬
元，其他股份的賬面盈
利則拒絕透露。葉小姐認

為，今次升浪是很少見的暴升，投資者尤
其是散戶，很容易把持不住，做出錯誤決
定，所以她認為「狂牛市」是非常需要意
志力。目前她手頭上大部分是內銀股，
持有的時間很長，主要貪其息高、PE
低，目前上市的內銀股，她幾乎都有持
有，而每隻持股也有好幾十萬股。她揚
言，即使大市升到35,000點，她都不會
輕易出售有關股份，只會作極長線的持
有。由於她手上「貨源充足」，故期權
對她來說，是較好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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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三個階段特徵
根據美國股票分析祖師道瓊
斯提出的「道氏理論」，牛
市可分為三期：

牛市第一期
1.牛市第一期通常市場氣氛極
悲觀，投資者不計成本拋出
所有股票離場，但市場的交
投漸漸出現回升。

2.經一段時間徘徊，大部分股
票流向強者手上，熊市便宣
告結束。

3.大市開始穩步上升，每一次
回落時的低點都較上次高，
於是引來新投資者入市。

4. 上市公司利好消息開始出
現，業績好轉，盈利增加引
起更多投資者注意，進一步
刺激入市興趣。

牛市第二期
1.當大市升抵某水平時便裹足
不前，但市場發展仍樂觀，
大市基調良好。

2. 市場進入「上落市」的好
淡爭持局面，反覆上落的
時間可能維持數個月至數
年不等。

3. 指數及大部分的指數成份
股，已回升上250天牛熊分
界線之上。

牛市第三期
1.經過一段時間的徘徊爭持之
後，牛市第三期便出現，首
先是股市成交量不斷增加，
愈來愈多投資者湧入市場，
大市每次回落都只會吸引更
多投資者入市。

2.投資者一片樂觀氣氛，股市
新聞成為大眾關注焦點，報
章不斷報道股市情況，而且
經常是頭條新聞。

3. 身邊朋友談話之間，總離
不開股市話題，市場消息
滿天飛。

4.上市公司的利好傳聞不斷，
例如盈利倍增、收購、合併
等。上市公司亦不斷大舉集
資，或送股、拆細以討好小
股東。

5.市場投機氣氛極濃，因此垃
圾股、冷門股不斷大幅飆
升，長期沒派息、財政有問
題的公司股票照升如儀。

6.大市市盈率達20倍以上。
7. 成份股的RSI指數長時間在
70以上，當這情形去到某一
個極點時，市場便會崩潰。

製表：記者 周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