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距離成立兩周年紀念日僅
剩4天，上海自貿區正在期待一份來自國務
院的禮物。自貿區官員表示，包括開放
QDII2即「境內合格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
在內的金融創新政策出台，已進入最後階
段。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主任沈曉明前日接受彭
博在內的境外媒體採訪時表示，有關上海自
貿區金融改革創新的第二批49 條試點項目
的出台，目前正等待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審
批，「我們對年底之前正式出台非常樂
觀」。

不受A股波動影響
上海自貿區於2013年9月29日掛牌成立
後，中央陸續出台了支持該區金融 改革創
新的「金改51條」。今年6月，《第一財經
日報》引述上海自貿區 管委會副主任簡大
年表示，新一批上海自貿區「金改49條」
亦將出台，其 核心是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質的突破，其中就包括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內
個人投資者進行境外投資的QDII2。

近期A股劇烈震盪以及人民幣匯率貶值預
期加劇，官方亦加強了對股市和外匯市場的
管控，市場對中國推進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景
產生了懷疑。 上海自貿區作為中國資本賬
開放的前沿，其政策走向備受矚目。
沈曉明就此反駁稱，上海自貿區目前依然

在按照當初的設計向前推進，「 我不認為
股市的波動會影響自貿區資本項目可兌換的
試驗。」他進一步表 示，未來在自貿區試
驗的絕大部分政策將推廣到區外乃至全國。
他還透露，上海自貿區正積極發展融資租賃
業務，49條之後的下一個 目標是發展航運
保險，希望上海成為航運保險的集聚地。

無企業涉跨境套匯
根據上海自貿區管委會提供的數據，截至

8 月末，區內跨境人民幣結算總 額達
6,918.1億元；累計198家企業進行了跨境雙
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資金池收支總額達
2,575.8 億元。沈曉明又補充，到目前為
止，沒有收到公安機關有關自貿區的企業利
用自貿區政策進行跨境套匯的說法。

QDII2仍有望年內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從近期內地公募基金
佈局情況來看，港股「風口」或
將來臨，目前已有38隻公募新基
金正在準備南下。另外，私募方
面部分大佬也都轉戰港股。業內
分析認為，港股已存在超跌現
象，未來繼續下行空間已經非常
有限。

38隻新基金已上報南下
據證監會最新披露數據顯示，截

至9月23日，共有38隻新基金已
經上報，未來用於投向香港市場。
從這些基金的標的來看，多為港股
領域，不僅有香港市場的藍籌股，
還有中小盤成長股。目前這些基金
都在審核階段，有望在年內獲批正
式登陸香港市場。
其實，除公募之外，私募進入港

股的動作顯得更為高調。近日，有
「私募一哥」之稱的徐翔首次以個

人身份認購了3.48%的中國七星控
股（0245）股權，被外界解讀為私
募大佬涉足港股。

估值誘人 迎超跌後反彈
博時基金張溪岡認為，目前來看

港股市場的確是到了一比較誘人的
時間點，不論是估值，還是股息
率、淨資產收益率，都極具吸引
力。且經歷過近期的大幅下跌，繼
續下行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預計
未來部分抄底板塊和股票存在超跌
反彈的機會。
除了機構之外，還有不少個人投

資者亦對港股表示出興趣，有投資
者稱，現在又重拾之前被拋棄的港
股QDII，眼下內地可值得投資的
產品不突出，反之配資境外產品的
呼聲越來越高，還有很多大型基金
公司也順勢儲備的QDII產品，這
一切跡象都表明港股將是下一波機
會。

內地基金部署投資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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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旅行社補貼吸賭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濠賭有喜
訊。昨日《澳門論壇報》頭版報道，為了
鼓勵旅遊行團團客留澳度宿，政府打算透
過旅行社向每名過夜旅客提供200元澳門幣
特別津貼，並已就其可行性諮詢業界意

見。濠賭股受消息帶動普遍做好，金沙
(1928)升 3.28%，報 26.75 元，新濠國際
(0200)升近3%，報10.48元；銀娛(0027)昨
日被大摩提升評級至「增持」，股價升近
4%，報21.35元。

料旅行社及團客均受惠
報道指，透露有關消息的澳門專業導遊

協會會長胡惠芳讚揚此項措施，認為旅行
社及團客都能受惠，亦有助鼓勵團客延長
逗留時間和促進消費。澳門旅遊局正向旅
遊業界介紹此建議，現處於最後準備階
段。旅遊局沒有透露其他內容，只稱完成
所有程序後，就會公佈計劃。
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指，即使銀娛澳門

銀河酒店二期的營運成本高，仍預期公司

第三季EBITDA將明顯優於同業，按季增
長13%至21億港元。 該行指，雖然公司
的VIP業務疲弱，但仍不斷獲取市場份
額，認為公司股價有吸引力，又指新濠影
匯主要集中非博彩設施及四星級酒店，因
此其主要競爭對手為金沙中國多於銀娛。

大摩升銀娛評級至「增持」
報告提到，公司截至6月底止擁有淨現
金54億元，每年產生70至80億元經常性
自由現金流，隨三、四期及橫琴的開發
被擱置，為公司提供足夠火力，可選擇增
購資產。大摩繼續對行業保持謹慎態度，
將銀娛評級由「與大市同步」升至「增
持」，目標價維持27元。

濠賭股昨日表現
股份

銀娛
(0027)

金沙
(1928)

新濠國際
(0200)

澳博控股
(0880)

美高梅
(2282)

永利澳門
(1128)

製表：記者 梁偉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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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AEON
信貸財務(0900)昨日公佈截至8月底止中期
業績，純利按年跌11.54%，至1.2億元；每
股盈利28.6仙；派中期息每股18仙。期
內，收入為6.29億元，按年跌0.26%；淨利
息收入為5.09億元，按年跌2.8%。董事總
經理田中秀夫表示，本港息口處於低水
平，即使美國加息，幅度亦很低，加上短
期貸款佔公司整體貸款比例30%，因此相
信加息對利息支出影響不大。

驗客還款能力防壞賬
田中秀夫表示，內地旅客訪港人數下

跌，削弱了來自內地的消費力，部分行業
受到影響，公司會加強檢查客戶的還款能
力，有需要時會提前收款，以減低壞賬風
險。 他指，公司現時發卡量平穩，已發出
超過5萬張，因此不會調整全年發卡量超過
10萬張以上的目標。

冀下半年信貸有增長
對於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較截至2月底止

6個月微跌1.6%，至53.54億港元，田中秀
夫解釋指，下跌主要由於上半年重點放於
嚴控減值虧損，現時已達到健康水平，下
半年將重點發展業務，並有更多推廣活
動，期望下半年信貸增長有個位數升幅。
同時，AEON昨日公佈，即日起委任田

中秀夫為該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總經理；
和田清獲委任為執行董事。黎玉光則由非
執行董事調任為執行董事。

梁定邦：中證監深交所無暇分身
「深港通」或延至明年推

梁定邦昨指，內地救市措施基本已
完成，目前內地市場已回穩，但

因內地監管機構仍有多項調查工作，
深交所亦正將重心放於研究金融糾紛
調解措施，相信「深港通」要待明年
才可推出。他又認為，「深港通」即
使推出亦要找時機，要待市場回穩才
推出。

「滬倫通」影響港股不大
而對於內地與英國研究推出「滬倫

通」，梁定邦指，不擔心「滬倫通」推
出會對港造成競爭，因內地及倫敦交易
時間相差達7小時，即使成功推行，交
易時間亦較短，如可透過互聯網進行晚
間交易，規模亦不大。他又表示，除非
可做到24小時交易，否則影響不大，但
目前外匯市場亦未能做到24小時交易，
股票市場則更難做到。
對於近月內地股市波動，他指，內地

股市是典型新興市場例子，市場容易
「一窩蜂」將股市推高，內地市場能汲
取教訓，相信市場低迷的情況只會短暫
維持，他認為明年內地市場會有很大改
變，特別是證券法由核准制變成註冊
制，而美國經濟正在復甦，加上內地發
展「一帶一路」亦帶來很多經濟發展
機會，他表示內地經濟要與外地接軌，
香港的角色亦十分重要。
面對美國加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陳家強昨亦表示，環球經濟放緩，美
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決定加息時間亦非常
痛苦，但他認為加息是必然的過程，亦
不想猜測12月會否加息，但認為各國央
行經長時間量化寬鬆，利率正常化是必
然過程，難免會令市場波動。

陳家強料港走資情況可控
他又指，資本市場出現波動，資金流

失無可避免，但認為本港資金流失情況

較其他地區而言是可控。他表示，外圍
環境充滿挑戰，環球多個經濟體放緩，
加上貨幣匯價轉變等，都令本港經濟發
展帶來困難，而近期本港出口亦疲弱。
他坦言經濟增長受到挑戰，包括內地經
濟情況及訪港旅客人數等方面都影響本
港經濟發展。不過，他認為本港有相對
高的調節性，政府和市場，會留意經濟

發展作調節，但目前不會預測本港經濟
增長，又表示未來經濟增長需要根據數
據而定。
陳家強又指，內地經濟是否出現放緩

仍未有數據，不宜太早預測，但認為內
地未來開放的步伐會複雜及充滿挑戰，
相信本港仍可維持內地經濟開放試驗田
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香港證監會前主席及中證監前首席

顧問梁定邦昨於香港銀行家峰會上表示，「深港通」主要細節已於

今年6月完成，但因內地監管機構目前有其他調查工作，令「深港

通」推出時間或延至明年。

■■梁定邦表示梁定邦表示，，因因
內地監管機構目前內地監管機構目前
有其他調查工作有其他調查工作，，
令令「「深港通深港通」」推出推出
時間或延至明年時間或延至明年。。

吳婉玲吳婉玲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內地進口跌幅超預
期，有分析指反映內需疲弱或較市場普遍預期嚴
重。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早前在西雅圖接
受鳳凰衛視訪問，指中美消費觀念不同，內地內需
市場潛力仍巨大，未來數年可保持旺盛增長。

中國人存錢困難時用
「美國人認為經濟不好，就不會消費了，但中國
人剛好相反。因為美國人的金錢是花明天的錢，花
別人的錢，所以他一旦經濟不好就不敢消費；中國
人是全世界最會存錢的人，我門存錢的目的是在最
困難的時候用，所以經濟不好中國人反而還是有錢
花，並且能花錢。」
他認為，中國內地在出口和投資速度放緩情況

下，需求及內需有巨大機會，且依舊可保持旺盛
增長。

隨習主席訪美感振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三在西雅圖出席中美企業

家圓桌會議以及中美互聯網論壇。兩場重點活動馬
雲亦都在場，他認為習近平在這幾場活動的談話，
肯定了中美企業家在兩國關係發展的作用，推進互
相交流與溝通令人鼓舞。
馬雲不諱言，中美文化有差異，阿里巴巴走出中

國做生意遇到挑戰亦有難度，但他認為，企業以人
為本創造價值才是核心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 港鐵(0066)昨日公佈，獲財務總監
及執行總監會成員羅卓堅通知，明年任期滿後不再續
約，羅氏與港鐵的服務合約於明年7月1日後屆滿，
他個人無意尋求續約。因此，他將於2016年7月2日
起不再擔任港鐵財務總監及執行總監會成員。羅氏並
確認，與董事局或執行總監會並無意見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招商局國際(0144)昨
公佈，同意向其中介控股公司招商局香港出售宇軒
全部股權連股東貸款，總代價14.26億港元，交易
所得金額擬用作一般營運資金，並為進一步發展集
團業務提供資金。

近26億購深圳金域
宇軒為招商局國際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全資附屬公

司，持有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37樓、39樓及40
樓。有關交易將於下月30日完成。招商局國際估
計，出售交易不會確認除稅前收益或虧損。
另外，招商局國際向其最終控股公司CMG的間

接附屬公司深圳招商商置及深圳招商理財收購深圳
金域全股股權，代價為20.47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25.95億港元）。深圳金域是名為南海意庫夢工場大
廈物業的項目公司，目標物業位於廣東省深圳市南
山區工業三路。

港鐵財務總監明年不續約

招商國際14億沽信德中心

馬雲：內地內需潛力巨

香港文匯報訊 八達通卡公佈截至今年6月30日的
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淨盈利為1.806億港
元，較2014年同期的淨盈利增長6.8%。在市面上流
通的八達通卡數目為2,880萬，期內八達通的每日平
均交易宗數比2014年同期增加3.0%至1,350萬宗。
該公司表示，將繼續積極拓展零售商戶網絡。期
內採用八達通付款系統的服務供應商增加了746
間，令總數增加至6,918間。期內共21家金融機構
提供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總部設在香港的線上
備份軟件開發商亞勢備份（8290）昨宣佈，計劃以配
售方式發售5億股，每股配售價0.2元，每手10,000
股，集資淨額約7,730萬元。股份預期下月8日起於創
業板買賣，建泉環球金融服務為獨家保薦人。
亞勢備份軟件專注於向客戶提供自主開發的備份軟

件產品及服務，客戶主要為歐洲及北美IT顧問、網頁
寄存公司、電訊公司及MSP。
集資所得款項中，14.3%用作提升軟件開發能力，
10.2%用作擴大客戶基礎，65.5%用作尋求選擇性收購
及合作，剩餘10%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
途。

立基工程一手賺4.75萬
昨日掛牌的兩隻創業板新股表現不俗，財經印刷服

務提供商REF Holdings（8177）全日收報2.2元，較配
股價0.75元升1.45元或193.3%，不計手續費及佣金，
每手5,000股賬面賺7,250元。立基工程控股（8369）
收報5元，較配股價0.25元升4.75元或19倍，每手1萬
股賬面賺4.75萬元。
其他新股方面，菲律賓綜合挖掘服務供應商太平洋

礦產控股已向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獨家保薦人為長
江證券融資。初步招股文件顯示，太平洋礦產控股主
要客戶為不鏽鋼生產商及其他貿易公司，2013年和
2014年來自鎳礦石貿易的收益分別為8,425.90萬美元
和1.09億美元。

恒投證券傳本月底招股
另外，內蒙證券商恒投證券（1476）將於下周二就
全球公開招股舉行新聞發佈會，市傳該股擬於本月底
招股，集資約15.6億元。該公司2012至2014年總收益
及純利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61.1%及142.1%。

亞勢備份配售上創板

■立基工程昨於創業板上市，主席黃鏡光(右7)及其他
嘉賓攝於上市儀式。

■REF昨於創業板上市，主席劉文德（中）及其他嘉
賓攝於上市儀式。

八達通卡半年多賺6.8%

■ AEON
董事總經
理田中秀
夫 ( 右) 預
料，加息
對利息支
出影響不
大。
梁偉聰 攝

■澳門政府考慮透過旅行社向每名過夜旅
客提供200元澳門幣特別津貼。圖為澳門
銀河賭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