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首推P2P眾籌平台
冀一年集資5億 私貸年息逾6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今年

財政預算案力推金融科技，去年金融

科技督導小組報告亦指，網上股權眾

籌及 P2P 融資等金融科技可繼續發

展。有業界打鐵趁熱，昨日宣佈推出

本港首個供專業投資者參與的P2P眾

籌平台，目標一年內集資5億元至10

億元，集資所得將提供私人貸款，金

額由5,000元至10萬元，年息6厘至

1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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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市場本地及外地投資者成交金額按來源地分佈
（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

註：（）內數字為2013/14年度調查數據
資料來源：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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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昨公佈的
最新調查顯示，在外地機構及個人投資者
中，去年內地投資者的交易佔市場成交總
額的比重由5.1%上升至8.6%。調查指，內
地投資者的交易從較低基數按年上升超過
185%，若干程度上反映2014年11月滬港
通推出的影響。
據港交所《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

2014/15》結果反映，香港以外地區投資者
的買賣及交易所參與者本身的交易金額增
加，帶動整體市場成交總額呈可觀增長。
結果顯示，外地投資者參與港交所旗下證
券市場的交易於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
期間（2014/15 年度）所佔比重保持在
39%的水平，成交金額則較前一個12個月
期間（2013/14年度）增加71%。

本地投資者佔整體份額跌
反觀香港本地投資者成交金額雖增加

45%，在整個市場成交金額所佔份額卻下
跌至39%。交易所參與者本身的成交金額
增加124%，市場份額上升至22%。
研究調查亦顯示，2014/15年度機構投

資者（本地及外地）的交易佔香港交易所
旗下證券市場成交總額的 51%，低於

2013/14 年 度 的
58%，而個人投資
者（本地及外地）
的交易比重則為
27%（2013/14年度
為25%）。
香港以外地區投

資者的交易繼續佔成
交總額相當大比重。
英國投資者的交易比
重為外地投資者之
首，2014/15年度佔
外地投資者交易的
27%（2013/14年度
為 28%），或佔市
場總成交金額的
10.4%（2013/14 年
度為10.7%）。美國
投資者的交易比重居
次，2014/15年度佔
外地投資者交易的
23%（2013/14年度
為26%），並佔市場總成交金額的8.8%
（2013/14年度為9.9%）。
內地投資者的交易比重排名第三，佔外

地投資者交易的 22%（2013/14 年度為
13%）。內地投資者並佔港股市場總成交
金額8.6%（2013/14年度為5.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英國的政
策研究公司NSBO昨公佈其研究報告，指
港交所（0388）及卡塔爾證交所，均可能
成為倫敦證券交易所（LSE）的潛在買
家，報價料將有20%至30%的溢價。該公
司指出，從戰略觀點看，LSE與卡塔爾交
易所合併更有意義，而港交所若收購
LSE，則反映中國對收購歐洲資產的需求
殷切。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早前在業績
會上，已拒絕評論相關傳聞。
NSBO昨日的報告指出，卡塔爾在非洲

市場的成長佔得了先機，卡塔爾主權財富

基金QIA也是LSE的最大股東，持股約
10%。至於港交所若有意併購LSE，則反
映「中國的併購狂潮，已轉向歐洲資
產」。另外，持有納斯達克OMX集團約
18%的杜拜證交所，也可能有收購LSE的
興趣。
LSE一直是國際金融機構虎視眈眈的資

產，早在2005年12月，麥格理銀行就提出
15億英鎊的收購要約，被LSE拒絕。2006
年3月也受到納斯達克24億英鎊的收購要
約，同樣施以拒絕。其後LSE的最大股東
多次變更，包括納斯達克交易所、杜拜證

券交易所及目前的卡塔爾投資局。
截至昨晚8時30分，倫交所股價報2,795

便士，總市值97.44億英鎊。
港交所在2012年底，亦曾成功收購英國
的資產，當時以約166億港元造價，收購
全球最大的基礎金屬交易所LME，進軍商
品業務。
今次收購LSE，原本大熱的為德國交易
所，但自洲際交易所及芝加哥商品期貨交
易所也據稱有意加入爭購後，愈來愈多的
金融機構與LSE拉上關係，環球交易所爭
購戰隨時一觸即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市場缺
乏好消息，恒指在高開後反覆走低，並一
直窄幅好淡爭持，但最終收市未能保住升
勢，微跌16.9點報20,159點。國指表現優
於恒指，收升68點報8,626點，大市成交
754億元。淡市下，高銀地產（0283）的
公佈成為市場焦點，高銀地產主席兼控股
股東潘蘇通與一家著名大型商業銀行簽訂
授信額度協議，並將該公司約64%的股份
抵押。

籌資發展私人業務
公佈指出，潘蘇通以個人身份於該公司
持有的1.7億股股份，以及由他全資擁有
的晴翠國際有限公司所持的逾1.17億股、
高銀集團（投資）所持有的20.1億股股

份，全部抵押予銀行，作為提供信貸額度
予潘蘇通用於拓展其私人業務的投資，以
尋找更多投資機會和提高回報。
高銀地產昨日跌1.9%，同系的高銀金融

（0530）更跌逾3%。市場人士表示，高
銀系股份常見炒作，該系曾在去年5月一
天之內暴挫四成，兩股合共市值蒸發近
1,300億元。
大市方面，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
新表示，港股短期未有明顯利淡消息，
市場主要仍觀望兩會推出的政策消息，
大市主要由中資股撐起。由於部分大型
股的上升力度不足，相信大市將繼續集
中炒作個別股份，大市只會緩慢向上，
上望21,200點，但升勢仍受制於技術指
標。

潘蘇通押股高銀地產64%

港交所傳為倫交所潛在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東方海
外國際（0316）昨公佈截至去年底止全年
業績，期內多賺4.9%至2.84億美元，收益
按年下跌8.7%至59.53億美元，派末期息
1.85美仙（約0.144港元）。公司執行董
事兼財務總裁董立新表示，目前整體航運
業正面對供應過剩問題，去年公司航運載
貨量持平，但由於每個標準箱平均運費跌
一成，導致收入下跌，顯示市場面臨挑
戰。

全年賺2.84億美元增5%
董立新展望今年表現時指出，第一季已
充斥不明朗因素。新船下水數量雖然較去
年稍低，但仍是絡繹不絕。在此一形勢
下，部分航線運費有機會進一步下跌。航
運商面對疲弱市況，為減少損失，勢將被
迫撤減運載力。不過集團表示已為來年挑
戰作好準備，並在市況好轉時得享收益。
集團滿意旗下航海業聯盟G6表現，為
集團經營帶來一定利益。至於未來業界兩
宗併購對聯盟的影響，他相信即使最終導

致有成員退出聯盟，對聯盟問題亦不大。
早前G6聯盟取消11條歐洲航線，董立新
表示，去年亞歐航線表現較差，不論G6
或其他航海業聯盟亦因應供求調整航線，
是正常做法。
對於本港的競爭法，他回應指航運業界

與政府已進行討論，希望政府在維持公平
競爭環境的同時，並參考其他設競爭法例
的地區，均會對某行業作出豁免。
去年第四季，旗下美國的碼頭項目已完
工，今年將進行測試，有望在下半年使
用，他估計在初期新舊碼頭會並行營運，
到2020年會由新碼頭全面營運，預料將為
公司息稅前盈利貢獻1個百分點。
公司指，經濟形勢在去年中轉趨複雜。
油價下跌導致能源相關資本開支減少，部
分油商幾被拖垮。年末，在大量運載力湧
入而各航線貨量卻停滯不前甚至萎縮下，
供求失衡遂進一步惡化。需求增長放緩，
市場不得不以撤減運載力作回應。運費大
幅下滑，逼使航運商將全部甚至更多因油
價下跌之得益回饋客戶。

東方海外：運費有下調壓力

內地股民交易額佔港股9%

眾籌及P2P融資於外地早已流行，美國及英國分別早於
2012年及2014年批准市場進行眾籌及P2P融資，內地

的網上融資平台亦於最近兩年遍地開花，惟良莠不齊，於近
期「e租寶」爆煲事件後，內地亦進一步加強相關監管。

達證監集體投資要求
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但眾籌及P2P融資等金融創新一

直落後。金融科技督導小組早前批准網上股權眾籌及P2P融
資，只接受有800萬元資產的專業投資者參與，個人投資者
止步。昨推出供專業投資者參與的P2P眾籌平台，則是繼當
局批准後，本港首個P2P眾籌平台。
盛匯商舖基金及擁有康業信貸集團作後盾的MoneySQ.
com，昨宣佈推出本港首個供專業投資者參與的P2P眾籌平
台，經營私人貸款業務。盛匯商舖基金管理創辦人及行政總
裁李根興於記者會表示，該平台需要4月才正式推出，會符
合證監會集體投資要求，已有10間機構投資者參與，目前集
資額已有約6,000萬元至7,000萬元，冀2個月內集資1億元至
2億元，目標一年內集資5億元至10億元。

目標違約率控制2%內
MoneySQ.com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李根泰表示，營運P2P眾
籌平台時，會着重於風險管理，會力求將違約率控制在2%之
內。他表示，首階段專業投資者不可選擇貸款人，但隨着市
場對P2P眾籌平台的認識加深，風險管理進一步完善後，或
可讓專業投資者與貸款人自由配對。平台又會與環聯合作，
建立風險管理系統，預期三四個月後完成。
他又指，這個P2P眾籌平台主要為客戶提供私人貸款，而

因為希望做到低風險貸款，第一階段貸款年利率會定於6厘
至15厘，年期為一年，貸款金額由5,000元至10萬元，他又
指，平台會提供高透明度及明確的收費準則，提升競爭力。
李根興又指，香港的P2P眾籌平台有龐大的發展空間，有
超過13萬的個人專業投資者，持有合計5.5萬億元資產，其
中約兩成是現金及流動資產，而內地更有數百萬個個人專業
投資者。他相信，內地投資者對香港金融體系有信心，亦會
選擇香港平台投資。 整理：記者 黃萃華

英國

2014年4月1日起，受金融市

場 行 為 監 管 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監管；

要有英國公平交易局許可；

P2P平台需符合最低資本要求

才可獲授權（authorized）。

美國

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管；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2012年4月

簽署的JOBS法案，將特別規

範和流程引入了眾籌程式；

散戶投資者每年投資金額有限

制。

中國

內地銀監會制定的網絡借貸

（P2P）信息中介管理辦法徵

求意見稿於2015年12月28日

推出；

重申P2P為「信息中介」，歸

類為民間借貸。

香港特區

受證監會監管，要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申請相關牌照；

P2P貸款及眾籌只限專業投

資者。

各地P2P網貸相關法例監管

■李根興（左）指，平台4月才正式推出。旁為李根泰。 黃萃華 攝

投資P2P網貸利弊

整理：記者 黃萃華

好處

投資者利息收入較銀行定存多

數十倍；

投資股票及債券以外的選擇；

可以手機程式配合，方便投

資，門檻較低。

壞處

法律缺乏監管，有灰色地帶；

平台營運者質素參差，負面新

聞不絕；

一般人難以評估平台及借貸人

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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