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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互認明啟動 南下淘金
公募基金「駐港辦」佔優勢 每公司首批料不超過5隻

福方改名 下半年料續收購

數米基金研究員俞顯辰認為，部分內地基金有現成
渠道出海，並已進入備戰階段。另據提供海外投

資諮詢的機構格隆匯分析認為，首批互認的基金中最
先受益的一定是內地各公募基金的「駐港辦」，它們
無疑佔盡渠道上的優勢。類似華夏基金、南方基金
等，早年就赴港去外資林立的市場開拓，雖然開始資
產規模小，很難從香港本地真正掘金，但介於背靠雄
厚的內地市場，加之中證監定向派發上千億的RQFII
額度、A股ETF等，使得它們最終在港站穩腳跟。如
今在香港本土，那些公司都是做得順風順水。

在意如何吸引港投資者
景順長城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已在基
金互認的籌備工作方面做足功課，渠道方面不是問
題，7月1日啟動應不成問題。
作為內地首家中美合資基金公司，景順長城已經確
認了其在香港的代理人是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簡
稱景順香港）。兩者之間已經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溝通
和準備，並對香港投資者的投資習慣、渠道偏好等做
過前期調研。
由於景順長城和景順香港在兩地均有優勢，此次雙
方通過兩地基金互認契機，將發揮各自專長聯合為兩
地投資者提供優質的投資服務。
談及對基金互認中所關注的問題，景順長城市場
部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他們較為在意內地基金如
何吸引香港投資者。從以往來看，在香港推出的
RFQII都很受歡迎，可以預見香港投資者對中國類
型基金的需求，香港投資者投資的將是中國市場的
成長性。
該人士還表示，景順長城基金多年來在A股投資方
面獨具優勢，將通過內地及香港基金互認的機會，向
香港投資者展示自己的良好業績和投資能力。
在基金風險而言，以景順長城主推的A股基金來

講，其中分很多種類，不同種類風險程度不一。A股
基金大類上分股票型、債券型、混合型、貨幣型等，
其中股票型基金是高風險高收益、混合型基金次之，
債券和貨幣是較低風險的固定收益產品。

首推長期穩健旗艦產品
不過，在選定首批推向香港市場的產品，必求一
個「穩」字，景順長城目前在準備申報的基金互認
產品上也已敲定了第一批名單，主要是向香港推薦
一些長期業績較好、風格穩定的產品。之後隨着香
港客戶對內地產品類型認知的增加，陸續推出其他
種類的產品。
此外，其他不少在港有分支的內地基金也都坦言，
首批推送產品已經準備就緒，招商基金和上投摩根基
金都表示符合基金互認標準的產品有約20隻，第一批
選擇的都無一例外的是長期、穩健的旗艦產品，而數
量一般則不會超過5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明日（7月1日）正式

實施，部分具備先天優勢的內地基金公司也

已經做好「南下淘金」的準備。包括在香港

擁有分支機構或牌照的公募基金，如華夏基

金、南方基金、大辰基金、招商基金等，不

少已經和香港子公司簽訂互認的合作協議。

此外，一些中外合資的基金公司，類似上投

摩根、匯豐晉信、景順長城等也已經展開積

極的合作。

內地基金十大排名料洗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目前內

地基金公司競爭激烈，前期A股牛市使得新基金高密
度發行，基金公司之間的差距也愈來愈明顯，目前隨
着兩地基金互認的開閘，勢必還將引發新一輪變化，
屆時內地前十大基金公司排位或將迎來變化。
博時基金坦言，兩地基金互認是絕對不容錯過的

快速拓展海外基金代銷市場的最佳時機，屆時可依托
在港子公司博時國際強化國際化戰略，同時亦可推動
老牌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向「泛資管」轉型。

下半年業績或與出海銷售掛鈎
南方基金則指，從達到互認標準的內地基金來

看，規模超過1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比比皆
是，上半年借助牛市內地已有淨值增長率超過200%
的「牛基」出現，而下半年的業績統計將在極大程度

上和出海銷售的產品掛鈎，因此兩地互認開閘後在一
定程度上會影響到全年基金的排名情況。
而格隆匯預測，基金互認後，那些在香港的內資

公募基金必將迎來更輝煌的成績，隨着南北渠道打通
資金互動，加之政策支持，內地基金在香港創出的成
績將全部被寫進全年業績之中。
另據中國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統計數據，此次

參與兩地基金互認的基金中，華夏基金、嘉實基金、
易方達基金等三家公司參與互認的規模均超過1,000
億元，僅此規模就等同於一家大型基金公司整體規
模。
此外，廣發、博時、南方、匯添富等公司參與規

模也居前。如果7月起，那些基金出海的銷售順利，
一定會大幅提升公司原有規模，因此到年底的基金公
司排名也會發生變化。

港外資行代銷審核機制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據多家

基金公司表示，產品出海銷售的渠道選擇呈現多元
化，一般而言分為代銷和直銷，甚至還有零售渠道。
從投資者購買行為來看，多數內地銷售的基金可直接
在網上購買，但出海的產品還需香港地區銷售商來做
安排，並尋找合適的網上銷售機構。
據悉，一般在香港設立了基金子公司的公募基

金，基本都會將其作為代銷渠道之一，但除了代銷也
會尋找一些直銷平台，這主要緣於代銷和直銷的購買
成本存在差距。
此外，還有一些基金公司正在大力開拓香港的零

售渠道，據上投摩根基金介紹，他們正在接洽外資機
構希望開拓第一梯隊的零售渠道，因為從他們對批准
的基金互認產品研究發現，感覺這些公募基金較為符

合零售。不過想在香港做基金零售，面臨的困難也不
容小覷，據了解外資行對基金上架有着嚴苛的審核機
制，甚至會對負責銷售的基金經理做調查，完成一輪
審核的時間最久甚至需要半年。

未知是否依靠網絡銷售
目前而言，內地基金在境內的銷售很大程度上還

會依靠第三方網絡平台，很多投資者在家通過上網即
可輕鬆購買各類產品。至於出海到香港的基金是否依
然還可以使用這樣的方法，各家公司對此都未有太明
確態度。
景順長城基金表示，目前尚不清楚香港是否有合適

的網絡銷售機構，即便是有還要看他們在港的代理人
的安排，因為代理人才真正了解香港本地市場。

信佳國際純利增10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信佳國際(0912)昨公布

截至3月止全年業績，純利增加109.1%至1.7億元；每
股基本盈利 62.55 仙；收益 13.42 億元，按年上升
7.8%；末期息8仙。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吳自豪昨於業績
會表示，公司未來將朝三個電子產品業務發展，分別是
互動教學、寵物及銀齡，考慮收購其他公司或尋找合作
伙伴。
期內，毛利率為13.4%，按年跌0.6個百分點，毛利

率下跌是由於集團於期內搬遷廠房，生產輕微受影響，
新廠房已於去年10月全面投入運作，並提升了30%產
能，該廠房第二期將於明年初落成。

或明年淘寶開網店
寵物業務方面，吳自豪表示今年會全力進軍內地(包

括香港)市場，在天津及南沙自貿區成立公司，同時考
慮明年上半年在淘寶或天貓等電商開設網上商店，寵物
食品業務的毛利率達40%至50%，若能增加營業額，
將有助提升毛利率。
公司去年建立寵物手機應用程式社交平台，至今累積

8,000名會員，過往亦一直有分銷寵品食用品，認為寵
物業務具發展潛力。首席科技總監兼執行董事吳民卓期
望年底可累積達2萬至3萬名會員，公司會採取多渠道
宣傳，並正研發寵物產品，預計首批產品於年底推出。
互動教學方面，公司將會在7月提交新產品予客戶測

試；銀齡業務方面，公司暫時投資額不大，早前曾投資
電子長者尿片。
吳自豪指公司目前現金流達1.77億元，暫時未有融

資需要。

■(左起)信佳國際首席科技總監兼執行董事吳民卓、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吳自豪、首席財務總監李耀祥。

吳婉玲 攝

MegaBox料下半年消費雙位數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縱然本港零售市道面

對內地客減少來香港影響，但主打本地家庭客的九龍灣
MegaBox總監文靜芝昨表示，今年上半年該商場的人
流及消費額按年均有逾10%升幅，由於下半年有暑假及
聖誕節等傳統零售旺季，她相信下半年此商場的表現會
比上半年好，仍有雙位數字升幅。
她稱，由於5至6月該商場有做一折促銷活動，今年

上半年該商場的人流按年升10%，消費額亦上升15%
至20%，人均消費1,000至1,200元，上升逾10%，其
中以食肆、家品、運動用品表現最好，個別租戶升幅達
30%至50%。
她指出，今年暑假MegaBox斥資七位數字夥拍香港

迪士尼樂園於今日起至9月6日期間於MegaBox設立首
個《魔雪奇緣》冰雪小鎮觀光館，於L5中庭有8呎高

雪人Olaf小白雪山，9樓有「3D魔幻館」，她預期，
暑假期間的人流及消費升20%。
她稱，目前該商場出租率逾99%，今年有20%樓面

租戶到期
續租，亦
有新租戶
加入，平
均租金加
幅 達
30%，目
前尚餘細
舖呎租叫
價 130 至
140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福方集團
(0885)新任行政總裁楊曉櫻昨於記者會表示，集團已
更名為「仁天科技」，並將全面專注於資訊科技業
務，成為面向企業的科技解決方案商，為各行業提
供物聯網整體服務。
她認為，物聯網屬計算機發展中的第三階段，其

發展空間遠大於當前互聯網，相信未來企業對物聯
網的需求會有巨變和大爆發。她又說，不少公司每
年於IT方面的投入超過一億元，因此集團的盈利能
力很強，但目前規模急需擴張。集團去年已扭虧為
盈，純利約8.8億元。
自去年9月至今，集團已收購五家公司，楊氏透
露，現時仍有10間收購目標，下半年繼續收購的可
能性很大。因內地的市場潛力及創新能力較吸引，
集團收購會以內地為主，但當市場IT需求穩定後，
不排除海外收購的可能。她又指，A股理性化有利
於收購事宜，集團傾向規模不大、技術先進、團隊
年輕及成長空間大的企業。
執行董事蔡志輝補充，集團目前有12億元資金可
用於收購，亦有貸款、發債等融資渠道。未來的收
購將以市盈率不超15倍的企業為主，預計回本期為
兩至三年。

■福方集團行政總裁楊曉櫻（中），旁為執行董事
蔡志輝（右）。 實習記者湯澤洋攝

利福指本港零售業仍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偉聰）本港零售銷售持續
疲弱，惟跌幅有所收窄，五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值按
年下跌0.1%，跌幅較四月份顯著收窄2個百分點；
總銷貨量上升4.6%，升幅較四月份擴大 2.1個百分
點。利福國際(1212)財務總監潘福全昨表示，本港零
售市場仍然面對困難，何時回復正常，要視乎外圍
環境。
潘福全提到，旗下崇光百貨上月舉行的推廣活動

「感謝祭」，由去年的10日加長至17日，零售額有
「個位數」增長，對此表示滿意。人流方面，他指
首日有18萬人次，比去年少，相信只是由於日子延
長，客流量得以分散。他又指，是次「感謝祭」本
地人佔比感覺上比內地人為多。而對於11月的「感
謝祭」會否同樣延長，他指暫時未有定案。
他指，本地零售市道主要受本地物價影響，本港

的物價優勢開始被周邊地區追上，再加上港人喜歡
出國旅遊，相信下半年零售市場仍然具挑戰性。但
他未有回應股市波動會否影響零售業，認為不能以
短期表現評論。另外，對於新世界(0017)主席鄭家純
家族出售利福國際股權後，會否再有合作，潘福全
指，目前沒有計劃。

美聯：上半年住宅成交量金額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美聯物業住宅部
行政總裁布少明昨於記者會上回顧上半年樓市表
現時表示，今年度上半年住宅的成交宗數及金額都
比去年下半年回落。另外，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
嘉輝指， 本港樓市受外圍氣氛影響，而內地日前
「降息降準」對經濟有支持，股市短期的震盪，暫
時看不見對樓市影響。他預期，如外圍不利因素持
續，將影響套股換樓潮。
布少明表示，上半年一手銷售持續暢旺，註冊量

及金額錄得約8,300宗及約800億元，分別上升約
20.2%及28.8%。 二手住宅註冊量及金額錄得約2.4
萬宗及1,400億元，分別增加11.5%及41.7%。 布少
明預期，下半年在發展商推售態度更為積極下，一
手交投仍有上升動力，而二手則發展平穩，相信下
半年仍然以一手市場為主導，預計全年一手私樓註
冊量約2萬宗，全年二手可有5萬宗。

料美加息對樓市影響不大
布少明對於美聯亦定下發展大計，指未來一手市

場仍是主戰場，成代理行必爭之地，未來將會以
「無極限」策略大規模擴展，無論聘請人才及開設
分行均不設數目上限，預料下半年可動用資金達2
億，視乎市況可再調整加碼。對於美國加息，他認
為今年內未必會加息，即使加息，市場亦早已消
化，現時買家入市已有加息的心理準備，故料對樓
市影響不大。
對於近日股市波動，劉嘉輝認為對樓市交投無影

響，希臘債務問題屬外圍衝擊，但香港回歸後樓市
愈來愈倚重內地，反而內地「雙降」措施對內地經
濟有支持，假如外圍因素惡化至影響中國的程度，
才為本港樓市帶來衝擊。不過他表示因現時很多人
從事零售業，如零售業表現持續疲弱，恐失業率會
上升，屆時影響樓市。■MegaBox總監文靜芝(右)、香港迪士尼

樂園度假區市務總監陳國裕。 梁悅琴 攝

■■今日起至今日起至99月月66日日
期間於期間於 MegaBoxMegaBox 設設
立首個立首個《《魔雪奇緣魔雪奇緣》》
冰雪小鎮觀光館冰雪小鎮觀光館。。

梁悅琴梁悅琴 攝攝

■布少明表示，今年度上半年住宅的成交宗數及金
額都比去年下半年回落。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