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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
(0388)昨日舉行股東會，會後主席周松崗
表示，由4月8日開始，港股日成交量增
至近2,000億元，較過往的600億至700億
元增加近三倍。他強調，港交所系統現時
應付得綽綽有餘，僅用了系統三分之一的
容量，但該所已開始考慮擴容，以確保成
交量再升時可以維持買賣暢順運作。

加緊準備深港通 料下半年推
另外，港交所正密鑼緊鼓為「深港通」

作準備，他維持上半年宣布、下半年實施
的預期。
對於「滬港通」近日仍有未用完的每日
額度，但他指，滬港通仍然非常活躍，尤
其是AH差價股及「一帶一路」概念的基
建股，交投較多。根據上海、香港及深圳
股市的活躍程度來看，周松崗認為，未來
滬港通額度有調升的空間，但最後須由監
管機構決定。至於滬港通的其他限制，例
如滬港股可供買賣股份的名單，亦會在深
港通推出的時候一併檢討。

會否覆蓋深創業板 仍在商討
至於深港通會否覆蓋深圳創業板的股

票，周松崗說，一切考慮都在商討中，認
為包含的股份愈多，愈能市場化，但最後
仍須由監管機構決定。
目前市場正在討論港股是否「A 股

化」，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標籤
一個市場A股化或港股化，根本沒甚麼意
義，資金亦無分「冷」、「熱」，作為交
易所，只希望掃除一切交易的障礙，讓資

金可以流向投資者的目的地。

港股新常態 市場需重新認識
現時內地資金與全球海外資金，首次在港交匯，不

單有機會，也有風險及挑戰。他指出，港股的「新常
態」包括了質量、內容及不同參與者，認為股市有新
的化學變化，市場需要重新認識股市及對股市重新估
值。
對於未來港股成交量可否維持現水平，李小加表

示，這須由市場去決定，現時最重要是有正常的監管
及提高警覺，將基礎措施最好，個別股份出現較大的
波動，他就呼籲投資者小心，多一分謹慎少一分風
險，且要量力而為。
周松崗則表示，香港屬於國際化及開放型市場，經

常受到外圍經濟影響，中國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故香港受中國影響愈來愈多，是很正常的事，
加上本港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做內地生意，所以對內
地經濟和股市的波動，會較為敏感，故不能用A股化
去說明現況。

台港通僅磋商 未有確實計劃
有報道指，港交所正與台交所商討「台港通」，周

松崗回應指，台港通僅屬初步磋商，未有確實計劃。
李小加補充說，早前前往台灣參加論壇，並無其他關
於台港通事情需要透露，但認為各地股市未來將會互
聯互通，怎樣聯通及何時聯通，其實未有具體方案，
只能慢慢一步一步來。

5萬美元購匯額度或撤 助推資本賬開放
內地排洪 QDII2傳6月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繼滬港通之

後，內地再推排洪措施，個人投資者6月或

可直接購買境外資產，本港勢將進一步受

惠！外電昨引述接近人行的消息人士指，上

海自貿區合格個人境外投資者（QDII2）試

點有望上半年啟動，人行並考慮對合條件個

人投資者取消5萬美元的年度購匯額度限

制，不再設上限。分析認為，QDII2將進一

步推動中國資本賬戶開放，也有助人民幣納

入SDR（特別提款權）（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港股大時代下第一
個期指結算日昨日結束，恒指全日好淡爭持，雖然早
市一度跌超過240點，低見28,201點，但隨後香港地
產股發力，陪同匯豐控股（0005）支撐大市，最終收
報28,400點，微跌42點或0.15%，全日大市成交縮至
1,630億元。踏入五窮月，投資者普遍憂心恒指會從高
位回落，恒指期貨（五月）夜市截至昨晚10時42
分，報28,288點低水112點。
股價落後的藍籌股近日接連發力追落後，昨日資金終

於輪到炒本地地產股，恒隆地產（0101）成為藍籌的升
幅王，升7.8%至26.2元，新世界發展（0017）則升
2.5%至10.08元，重上10元水平，兩者均創下三個月
新高。恒基地產（0012）則創 2008年後新高，升
1.1%至61.25元，信和置業（0083）升1.8%至13.48
元。

匯控逆市升 80元料阻力大
權重股匯控走勢繼續凌厲，昨再升1.4%至77.45

元。不過，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坦言，從技術
走勢而言，匯控於80元的阻力「真的非常大」，該股
本輪的升勢或已經到尾聲，除非恒指再有大突破，匯
控才有可能被動地挾上，否則對匯控突破阻力位沒有
太大信心。

內銀股回軟 濠賭股續捱沽
不過，由於人行澄清買債傳聞，以及企業季績表現
令人憂心，近日支撐大市的內銀股走勢偏軟，周二公
布首季業績的農業銀行（1288）由於資金情況不理
想，股價跌2%至4.42元。同樣周二發首季業績的交
通銀行（3328）及招商銀行（3968）則分別跌0.4%及
0.6%，收報7.98元及23.9元。
內地大力反貪腐之際，濠賭股的業績表現繼續令人

失望，永利澳門（1128）公布的首季業績倒退六成，
而不少大行均輪流唱淡濠賭板塊，使濠賭股股價急
挫。永利澳門跌7.6%至16.14元，美高梅（2282）跌
2.6%至14.72元。
植耀輝指，濠賭股的頹勢未完，即使銀河娛樂
（0027）有新賭場落成，惟只會有短暫刺激作用。銀
娛昨日跌2%至37.65元。

市場人士原預期，在推出滬港通之後，QDII2可能
將會擱置，但路透社昨日引述接近人行的權威人

士稱，QDII2最快可能在6月推出，投資領域與可以
直接買港股的滬港通不同，另還將取消5萬美元的年
度購匯額度限制，投資資格則限於包括自貿區內就
業，並在上海納稅滿一年以上的內地居民。
該權威人士稱，「QDII2準備了快兩年，前期準備
和政策擬定，關鍵就等上頭一句話什麼時候放閘。應
該非常快了，不出意外，上半年是肯定要出來的。」
另一位熟悉情況的消息人士稱，根據目前的信息，符
合條件的個人不再受5萬美元外匯額度限制；但出於
宏觀審慎要求，央行總行內部設一個總額調控數字，
應該不會對外公布。

可涉移民地產股權實業投資
該人士並稱，按照上海自貿區已出台的文件，符合
條件的個人包括自貿區內就業，並在上海納稅滿一年
以上，可以開自貿賬戶；QDII2試點的投資領域主要
包括移民投資、房地產投資、股權投資和實業投資，
但需要提供資金來源的合法證明。
上海市金融辦主任鄭楊3月曾透露，上海自貿區爭

取今年內啟動QDII2，通過給予一個較大的無條件換
匯額度，讓區內居民自由到境外進行移民投資、房地
產投資、證券投資和實業投資。

僅限於滬自貿區合資格個人
事實上，根據央行《關於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其中第九條「便利個
人跨境投資」規定，在區內就業並符合條件的個人可
按規定開展包括證券投資在內的各類境外投資，個人
在區內獲得的合法所得可在完稅後向外支付。在區內
就業並符合條件的境外個人可按規定在區內金融機構
開立非居民個人境內投資專戶，按規定開展包括證券
投資在內的各類境內投資。

央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張新去年9月則表示，央行已
做好以自貿賬戶為依托，啟動區內個人對外投資的籌
備工作。初步的設想是，在自貿區內就業一年以上的

境內個人，有合法納稅、社保記錄的，可以用合法收
入投資境外市場；境外個人也可以利用自貿賬戶，進
入上海的證券、期貨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繼敦沛金
融（0812）被內地券商西證國際收購後，再
有本地券商被內地資金收購，周二晚民生銀
行（1988）旗下民銀國際向華富國際
（0952）提出全面收購。華富昨日復牌後開
市第一口價即達2.2元，較周一停牌前的
1.17元高接近九成。
受消息刺激，華富國際昨一度高升至2.4

元，升幅超過105%，隨後股價有所回落，
跌至1.8元至2元區間徘徊，全日收報1.98
元，升69.2%，成交金額高達6.79億元。

券商股狂炒 英皇月內飆2.6倍
其他券商股昨日普遍有炒作，中國富強金

融（0290）升56.8%至0.345元，英皇證券
（0717）則升32.9%至2.26元，英皇證券自

進入「大時代」後隨即起飛，從4月2日收
市的0.63元，大升至昨日收市的2.26元，期
間升幅超過接近2.6倍。
新華匯富金融（0188）升幅同樣驚人，昨

日升兩成，收報 0.445 元，信達國際
（0111）及第一上海（227）攜手升近一
成，兩者分別報1.95元及2.6元。
民生銀行及華富國際周二晚上各自發公告

表示，兩者將訂立諒解備忘錄，民銀國際擬
向華富國際認購88億至133億新股，每股作
價0.565元，相當於擴大股本後的86.1%至
90.35%，涉資49.7億元至74.2億元。若收購
完成後，民銀國際將成為華富國際的大股
東。
受監管條件所限，民行是次購股需同時向

華富股東作出強制性全購要約，預計每股作
價1.38元，較昨日收市價折讓超過三成。民
生銀行於公告上同時表明，收購完成後民行
有意讓華富維持上市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 平安保險(2318)昨日公
布，今年第一季度淨利199.64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84.7%，每股基本
盈利2.19元；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為3,147.27億元，
較年初增長8.7%；總資產約4.22萬億元，
較年初增長5.2%。

新業務規模保費勁增五成
期內，壽險業務實現規模保費1,050.34

億元，同比增長14.4%。盈利能力較強的
個人壽險業務實現較快增長，規模保費達
931.89億元，同比增長16.5%，其中，新
業務規模保費 308.36 億元，同比增長
50.9%；個人壽險業務代理人數量近70
萬。電銷業務實現規模保費29.45億元，
同比增長42.5%。
至於平安產險，一季度實現保費收入
419.05億元，同比增長20.7%。其中，來

自於交叉銷售、電話及網絡銷售的保費收
入182.97億元，同比增長24.1%；車商渠
道保費收入81.04億元，同比增長18.8%。
期內，養老保險業務中，長期險和短期險
的業務規模分別為19.93億元和41.12億
元，市場份額均居行業前列。
截至第一季度末，平安養老險的企業年

金受託和投資管理資產規模分別為
1,055.61億元和1,152.58億元，其他委託
管理資產166.43億元，繼續保持同業前
列。

新華保險首季多賺131%
另外，新華保險(1336)公布，截至今年3

月底止首季業績，股東應佔盈利36.24億
元，按年上升131%，每股基本盈利1.16
元。期內，收入為662.56億元，按年上升
20%。而今年首季保險業務收入519.97億
元，按年上升7.5%。

賣盤民行 華富復牌爆升7成 業務標青 平保首季淨利升85%

資金追落後 地產股發威

外電消息稱內地最快6月份將推出
「合格個人境外投資」（QDII2），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

長涂永紅昨認為，QDII2有益於人
民 幣 申 請 加 入 SDR （ 特 別 提 款

權），以及加快中國資本賬戶開放進度。
她指出，QDII2試點的啟動是中國資本賬戶開

放一大步，「2010年（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度）很
低，也就是5年前開放度才是40%，現在看2014年
已經達到70%，現在加上這些就可以達到百分之八

十幾了。」
但她也強調，中國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

漸進的過程，因為中國地盤大問題也比較複雜，
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一步開放的風險比
較大。對於成熟的、可風險管控的舉措會先開
放，管不住的少開放，發展慢總比亂要好，不應
該出現危機讓整個經濟中斷，這種代價是更大
的。

資本賬漸進開放可管控風險
涂永紅認為，個人海外投資遠比企業面臨的風

險要小得多，但個人在獲取資信、獲得法律保護
方面有弱勢，需要更多政府以及協會方面的政策
支持。

QDII2助人民幣納SDR

■周松崗(右)稱，港交所正密鑼緊鼓為「深港通」作
準備，並維持下半年實施的預期。旁為李小加。

張偉民攝QDII 2與港股通的異同
比較項目

投資領域

合資格人士條件

投資額度

製表：記者 張易

QDII 2

移民投資、房地產投資、股權及實業投資

於自貿區就業、並於上海納稅滿一年以上，
可開自貿賬戶的個人投資者。需提供資金來源
合法證明。

不設上限

港股通

港股通266隻股份

個人投資者證券帳戶及資金賬
戶資產合計不低於人民幣50萬
元；機構投資者無限制。

總額度2,500億元人民幣，每
日額度105億元人民幣。

■■市場傳上海自貿區合格個市場傳上海自貿區合格個
人境外投資者人境外投資者（（QDIIQDII22））試點試點
有望上半年啟動有望上半年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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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期指結
算日，恒指
好淡爭持，
一度跌超過
240點，收
市跌幅收窄
至 42 點，
大市成交縮
至 1,630 億
元。
張偉民 攝

券商股持續熱炒
股份 收市價(元) 變動(%)
華富國際(0952) 1.98 +69.2
中國富強(0290) 0.345 +56.8
英皇證券(0717) 2.26 +32.9
新華匯富金融(0188) 0.445 +20.3
信達國際控股(0111) 1.95 +9.6
第一上海(0227) 2.6 +9.2
海通國際(0665) 8.53 +6.1

製表：記者 陳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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