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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網上基金及債券投資平
台 Fundsupermarket.com（FSM）投資組
合經理沈家麟昨日在記者會表示，雖然內
地經濟增長放緩，惟上巿公司盈利未有嚴
重惡化。他並看好估值低的H股，認為潛
在升幅大，但A股兩融額度再次破萬億元
人民幣，反映投機活動濃厚，巿場波動大
或抑制潛在升幅。
對於內地「十三五」規劃，沈家麟指

出，中央有意擴大中產階層，料相關板塊

股份會因此受惠，如內需股，但短期對股
市影響不大。

新興市場已消化美加息預期
對於美國聯儲局在12月有可能加息，他
相信對新興巿場影響有限，因為新興巿場
已消化加息預期，資金亦「走得七七八
八」。
另外，他稱，FSM正在籌備推出月供式

管理組合服務，進一步降低入場門檻，希

望擴大市場份額。FSM可供選擇的五個投
資組合是從近二千隻香港認可基金和ETF
之中挑選而成，提供不同程度的風險胃
納 ， 成 立 至 今 的 淨 回 報 率 介 乎
0.68-4.64%。

香港文匯報訊 人行上周刊發行長周小川5月時有關「深港
通」年內開通的言論，一度令市場憧憬「深港通」快將開通。
深交所策劃國際部副總監劉輔忠昨日在上海參加會議時表示，
深交所正在為「深港通」進行基礎設施測試，但「深港通」啟
動時間尚不確定。

將納入「新經濟」股票
劉輔忠接受彭博採訪時表示，「深港通」啟動時間尚不確

定，但表示深交所主板、創業板和中小板中代表「新經濟」的
股票將納入「深港通」計劃，具體可在「深港通」交易的股票
名單仍在討論之中。對於「深港通」是否只有北向投資還是雙
向交易的問題，劉輔忠拒絕置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由
騰訊(0700)和紅杉等兩輪投資7,000萬美元的
港資富途證券昨日在深圳舉行成立三周年新
聞發佈會，作為香港首家純粹互聯網證券公
司，其董事長李華透露，當天公司推出結算
系統，並稱目前公司擁有60萬用戶和6萬多
客戶，業務年增長500%，年底公司將推出孖
展。

港無經紀慳成本 佣金惠客
他稱，由於在香港無經紀人員和營業部，

因此公司成本得以大幅節省，公司將給客戶
進行佣金優惠，目前，包括新開戶和介紹客
戶的客戶都可以獲得一定時間的港股和美股
交易免佣服務，不過，仍然有6成客戶需付交
易佣金。又稱公司員工200多人，七成為研發

人員，公司推出的見證寶
技術，解決了內地投資者
開通港股賬戶的難題。因
為據香港監管法規要求，
個人投資港股需要親身見
證，富途在全國範圍招募
見證人、同時配合使用自
主研發的見證寶產品，協
助內地投資者不再需要遠
赴香港，只需打開手機或
網頁，通過地圖找到最近
的見證人完成見證環節即

可，極大方便了內地投資者投資港股。

未來幾年 公司將謀劃上市
李華表示，根據2015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

數據，37%高淨值人士進行境外投資，公司未
來發展潛力很大。他稱，為了吸引客戶，公
司新客戶使用富途交易軟件一年，可以免掉
8,000港元佣金和6,000港元行情軟件費用。
談到公司發展戰略時，他稱公司昨日正式推
出的FTBOS系統，也標誌着公司從前台到後
端最底層的全自主控制。
他還透露，富途證券孖展業務將於年底上

線，為投資者提供融資服務，同時可為公司
帶來新的業務增長點。未來幾年，公司將謀
劃上市，但是在香港或者是紐約目前仍未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渣打銀行昨
日公佈最新渣打人民幣環球指數，9月份
指數由8月修正的2,331點上升3.26%，至
2,407點。不過，渣打指出，若內地經濟
持續疲弱，外匯交易量在今季或轉升為
跌，預期第四季渣打人民幣環球指數亦會
下跌。
對於9月份指數上升，渣打指動力來自

8月匯率改革後外匯交易量增長，又認為
在岸人民幣每日定價改革已完成，內地亦

無意干預人民幣貶值，而人民幣亦已達成
大部分納入SDR的條件。

經濟弱外匯交易量本季或跌
不過，若內地經濟持續疲弱，市場仍會

預期人民幣貶值，作為指數參數之一的外
匯交易量在今季或轉升為跌，即使跨境人
民幣付款仍平穩，該行仍預期指數在第四
季下跌。
渣打預計，以人民幣計價跨境付款在連

續三個月穩定表現後仍會維持平穩，而跨
境付款是今夏人民幣波動中唯一沒有下跌
的參數。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在
上月8日啟用，容許跨越不同時區及更有
效的跨境人民幣付款清算及結算，有助進
一步增加人民幣付款量。

港台離岸人幣存款9月急降
另一方面，離岸人民幣存款是拖累指數

的最大原因。香港人民幣存款在9月下跌
8.5%，台灣人民幣存款下跌18%至3,210
億元（人民幣，下同）。該行預期台灣人
民幣存款在年底將達3,400億至3,500億
元，較之前預期的4,000億元稍低，但仍
較去年底的3,020億元為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由於美國加息的預
期重新升溫，歐美股市連續數日疲軟，拖累港股表
現也不盡人意。恒指昨日低開221點後震盪起伏，午
後受A股倒跌拖累，最多曾跌近400點，收市報
22,401點，跌325點或1.43%，是連續第四個交易日

下跌。成交額821.5億元。國企指數收報10,314點，
跌191點或1.82%。分析員普遍認為，未來幾天港股
仍將維持弱勢，短期內難以重回23,000點水平。
市場炒作美聯儲有可能在下個月加息，美國三大

股指本周一均跌逾1%，加上內地外貿數據令人失
望，恒指昨日低開221點報22,505點，早市時表現
反覆，一度曾將跌幅收窄至191點，最高見22,534
點，但之後又震盪下滑。在A股收市後，恒指跌勢
進一步加劇，最低曾見22,339點。不過尾盤突然強
力拉升，最終險守22,400點關口。

藍籌近全挫 匯控獨力難支
藍籌股幾乎全線下跌，除匯控（0005）微升

0.08%外，其餘股價全部下滑。華潤置地（1109）收
報20.7元跌 4.39%，在藍籌股中表現最差。聯想
（0992）、中海外（0688） 和利豐（0494）均跌逾
4%。騰訊（0700）公佈季績前受壓，跌1.05%收報
150.4元。濠賭股繼續被拋售，銀河娛樂（0027）和
金沙中國（1928）分別跌逾3%。內銀股也全部跌逾

1%。

外圍拖累 後市22000受考驗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日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港股近期的態勢明顯是「跟跌不跟
升」，特別是當外圍表現疲弱時，港股以此為借口
跌得更多。究其原因，相信主要是由於美國加息預
期升溫，令部分資金流出港元資產，雖然數額暫時
不算大，但投資者的追高積極性已被削弱。若非上
周市場誤傳「深港通」今年開通的消息，港股可能
跌得更慘。他估計今後數日港股仍將反覆向下，不
排除跌穿22,000點關口。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沛豐表示，未來一個月加息的

憂慮將限制大市的上升動力，後市走勢則須視乎內
地的發展情況，包括人民幣被納入 SDR （特別提款
權）的進程，恒指下一步或在約22,200-22,400點水
平徘徊。英業環球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陳炳強則認
為，恒指將在22,200點關口有支持，但若大市跌破
此關口，則有機會形成雙頂格局。

騰訊第三季營業額 265.94 億元，按年增長
34%；不過，若不包括電子商務業務，收入則

增長37%至264.82億元。當中增值服務收入按年增
長28%至205.47億元，佔收入總數由去年同期的
82%降至77%，其中包括社交網絡收入增長32%至
62.14 億元，網絡遊戲收入增長 27%至 143.33 億
元。

續投資優質視頻 拓新手機遊戲
期內網絡廣告收入按年增長102%，至49.38億
元，佔收入則由去年同期的12%增至19%，主要來
自因流量增加而推動的騰訊視頻及騰訊新聞等移動
媒體平台收入的增長。
管理層表示，未來將繼續投資優質視頻內容，擴
展移動廣告資源及提升廣告服務能力，並會開拓新

的射擊及多人在線戰術競技手機遊戲。

微信WeChat合併 月活躍戶6.5億
累計今年首三季度，營業額按年升25%至724.22

億元，純利按年升21%至216.42億元，每股盈利
2.328元。NON-GAAP盈利升31%至234.57億元。
至9月底，QQ的月活躍賬戶按年升4.9%、按季升
1.9%至8.6億戶；微信及WeChat的合併月活躍賬戶
按年升38.8%、按季升8.3%至6.5億戶；收費增值服
務註冊賬戶按年跌0.2%、按季升5%至8,850萬戶。

馬化騰：正構建移動生態系統
網絡廣告收入增長一倍，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

騰昨日於電話會議上表示，現時仍然在構建移動生
態系統，執行「連接」策略，如美團、大眾點評

等，當發展到有足夠的餐廳數目時，將有助進一步
增加廣告的收入。
另外，騰訊似乎有意重返貸款市場，尋求12.5億

美元(約97.5億港元)融資。據路透報道，消息人士
稱，騰訊目前重返貸款市場，尋求12.5億美元五年
期融資。消息人士稱，澳新銀行、中銀香港(2388)、
花旗、匯豐和瑞穗銀行是這筆子彈式貸款的牽頭行
兼簿記行，所籌資金將用作一般企業用途。上述五
家銀行按等額承銷此貸款，預計將在未來數周進入
銀團組建階段。
而消息人士稱，由於騰訊擁有投資級的信貸評

級，貸款定價為略高於100個基點，將分為定期貸款
和備用貸款安排。穆迪、標普以及惠譽給騰訊的評
級分別是A2/A/A+。公司昨日業績前股價隨大市向
下，收報150.4元，跌1.1%，成交20.89億元。

騰訊上季多賺32% 融資百億
增值服務勁收 網絡廣告收入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騰訊(0700) 昨日公佈截至今年9月底止第

三季業績，純利按年升32%至74.45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季則升2%，

主要是繼續受增值服務業務及網絡廣告收益增長帶動。每股盈利0.8元，不派

息。 期內，若以非通用會計準則(NON-GAAP)計算，其盈利按年升26%至

82.8億元，符合市場預期。

美加息陰霾 港股4連跌

互聯網券商 富途年底推孖展

深交所：
正測試深港通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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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華爾街日
報》引述直接知情的消息人士指，中國郵儲銀
行尋求明年年底前上市，中郵儲計劃集資100
億美元（約780億港元），較今年初市傳的擬
集資250億美元（約1,950億港元）有所調整。
消息指，中郵儲目前已吸引部分知名私人投資
者，現階段正尋找IPO承銷商。
截至2013年底數據，中郵儲擁有營業網點多

達近四萬個，連現時四大國有銀行中、網點最
多的農行（1288）及工行（1398），合起來網
點數目才僅與中郵儲相若。中郵儲以網點優
勢，協助執行國家政策，如分派退休金等至全
國包括偏遠農村地區。現時該行客戶約為4.3億
人，資產規模達5.58萬億元，本幣及外幣存款
餘額超過5.2萬億元。

建業建榮暗盤每手僅賺50元
另一方面，建業建榮(1556)於今日掛牌，昨

晚暗盤價微升，每手5,000股，不計手續費，
一手賺50元。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建業建
榮暗盤開市報 0.65 元，較招股價 0.59 元升
10.2%，為全日高位，並以 0.6 元收報，升
1.69%。
創業板方面，以配售方式掛牌的中國糖果
(8182)亦在今日上市，該股的配售價為每股0.2
元，公司淨籌4,560萬元。由公司及賣家發售
的3.752億股配售股份已獲適度超額認購，並
有條件分配予124名香港機構、專業及其他投
資者，每手10,000股。
此外，達利食品集團(3799)及溫州康寧醫院

(2120)昨日首日招股，兩者均未足額。

光國擬拆綠色環保業務上市
光大國際(0257)昨宣佈，正考慮將包括危廢

處理等綠色環保業務分拆在聯交所主板作獨立
上市。公司指，於9月17日向聯交所就可能分

拆事宜申請審批，並已獲得相關書面確認，惟尚未提交上
市申請。對於是否進行可能分拆上市或何時進行，或其分
拆上市交易結構，尚未作出決定。
光大國際的核心業務分別是環保能源、環保水務以及綠

色環保。該公司此前將環保水務以借殼方式在新加坡上
市，並將原有的新能源（生物質能源、光伏發電及風力發
電）、工業固廢和危廢處理打包成為綠色環保板塊。公司
財務報表顯示，今年上半年綠色環保業務錄得收益3.23億
元，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EBITDA)1.51億元，在公司
整體收益和EBITDA的佔比分別為8.6%及8.1%。

■富途證券昨日推出結算系統，年底將推孖展。 李昌鴻 攝

渣打人幣環球指數9月升3.26%

FSM：看好估值低H股

■恒指昨一度跌近400點，收挫325點，成交821.5
億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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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第三季業績摘要
金額(人民幣) 按年變幅

純利 74.45億元 +32%
非通用會計準則盈利 82.8億元 +26%
營業額 265.94億元 +34%

騰訊首三季業績摘要
金額(人民幣) 按年變幅

純利 216.42億元 +21%
營業額 724.22億元 +25%
非通用會計準則盈利 234.57億元 +31%
增值服務業務收入 205.47億元 +28%
社交網絡收入 62.14億元 +32%
網絡遊戲收入 143.33億元 +27%
網絡廣告業務收入 49.38億元 +102%

製表：記者 梁偉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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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稱，現時仍然在建構移動生態
系統。 資料圖片

■■騰訊季績符合市場預期騰訊季績符合市場預期，，增增
值服務業務及網絡廣告收益增值服務業務及網絡廣告收益增
長續強勁長續強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