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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0700）上周
三公佈首季業績，總
收入同比增長55%，

至495.2億元人民幣。其中最搶眼的是網絡遊戲
收入，增長達34%。業務錄得強勁增長，主要是
受智能手機遊戲、PC遊戲，以及支付相關服務等
整體收入增長推動。該股當中一大增長動力便是
手遊，尤其是《王者榮耀》（下稱《王者》）的
貢獻。公佈首季業績翌日，該股首破270元關。
《王者》在內地iOS暢銷榜上連續90多天排名第
一，除了在內地如日中天，在海外也是一路攻城
略地，3月更首次登上全球手遊收入的榜首。這
款手遊在2015年 11月底公測，不到一年的時
間，便擁有2億以上的註冊用戶和5,000萬的日活
躍用戶，更有估計其上季月度活躍用戶達1.677
億人。遊戲本身是免費下載，不過玩家為升級，
不斷向騰訊購買虛擬道具。市場估計單是《王
者》，將佔騰訊今年逾半手遊收入。
騰訊多年來業績維持強勁增長，基本面穩健成

為推升股價的重要動力，該股業務前景亮麗，估
計股價可再闖高位。

基本面穩健 股價料續升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騰訊從最早的QQ到現
在的微信，最大問題是大量的用戶如何進行商業
變現。用戶不等於賬戶，能否綁定用戶身份識別
和銀行賬戶，決定了其緊貼度和可商業化的程
度。否則，微信轉向金融的機會就會被局限在非
實名的發紅包，以及充話費等小額支付等領域。
今年一季度，《王者》各「月流水（玩家付費
總額）」均達到20億元以上，當年被認為不可逾
越的網絡遊戲《魔獸世界》如今趨於黯淡，反映
遊戲作為騰訊最重要甚至主要的收入來源，其實
存在很大的變數。在競爭愈見劇烈，網絡遊戲壽
命愈見縮短的環境下，投資該股需要緊盯網絡遊
戲的「月流水」增長能否保持強勁。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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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局5月16日聯合公告，宣
佈開展香港與內地債券市場互聯互
通合作（債券通）。「債券通」將
連接香港與內地的債券市場。業界
認為，這將彌補香港「股強債弱」
的短板，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並有助內地債市國際化。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指
出，香港債市規模不大，存在「股
強債弱」短板。「債券通」按「先
北後南」方式運作，即先開通北上
管道，為境外資金在境外購買內地
的債券提供平台，之後啟動南下管
道，將促進香港債市發展。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

為，「債券通」是加強內地與香港
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債券通」將便利投資者參與債券
市場，以及改善債券市場基礎設施
聯繫，並促進兩地債券市場的健康
發展，從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
地位。

助內地債市國際化
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

表示，「債券通」是內地加大力度
開放資本市場、便利外資參與交易
人民幣計價資產的重要舉措，「債
券通」也有助提升內地債市的深度
和廣度，培養更成熟及專業的投資
者基礎。長遠來看，「債券通」將
明顯提高跨境資本流動效率，推動
內地債券市場國際化進程。

筆者認為，「債券通」離真正開
通運作還有一段時日，但長期來看
對香港金融市場的好處巨大。一方
面可以豐富香港的離岸人民幣金融
產品，為香港投資者提供更多的選
擇；另一方面大幅降低制度成本，
吸引更多海外資本通過香港投資內
地債市，幫助更多的內地企業發
展，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雖然
短期內對香港投資者的影響不大，
但應留意將來會有許多海外債券基
金投資於內地債市。提醒投資者在
選擇債券基金時候要注意基金是否
會使用「債券通」，因為可能會帶
來市場風險和匯率風險，例如近期A
股表現不佳，有「深股通」和「滬
股通」的內地與香港基金亦受拖
累。
■美聯金融集團業務經理 郭建進

「債券通」補港債市短板

各大找換店和銀行參考賣出價
店舖 地點 日圓 韓圜 新台幣 歐元 美元

百年 中環 0.0702 0.0070423 0.26399 8.7 7.786

牛記 上環 0.07065 0.00708 0.265 8.725 7.795

專業外幣兌換 銅鑼灣 0.0705 0.00705 0.265 8.73 7.786

甘源 銅鑼灣 0.0704 0.00705 0.265 8.71 7.785

堅成 尖沙咀 0.0702 0.00708 0.264 8.71 7.79

永恒 尖沙咀 0.0703 0.00705 0.264 8.7 7.785

發達鳥 深水埗 0.0704 0.007067 0.2642 8.73 7.787

多福 觀塘 0.0705 0.0076 0.279 8.85 7.82

銀聯 0.0705 0.007 0.2582 8.7365 7.8088

匯豐 0.0712 0.0074 0.273 8.784 7.845

恒生 0.07116 0.0073 0.275 8.788 7.811

中銀 0.07054 0.00725 0.274 8.74 7.83

東亞 0.07081 0.007303 0.271 8.723 7.802

上商 0.07045 0.00724 0.2698 8.741 7.799

註：截至5月18日下午4時左右；銀行匯率為現鈔價，僅供參考；匯率為每1元外幣
等值港元，數值愈小，以港元兌換外幣愈便宜。

資料來源：各找換店、銀行網站 製表：記者 歐陽偉昉

旅遊熱點貨幣走勢
人民幣
料走勢平穩；

日圓
美國加息將拉闊息差，可以稍等才

兌換；

歐元、英鎊、瑞郎
再升空間有限，或因美國加息而下

跌；

加元、澳元、紐元
易受商品價格影響，建議分段吸

納；

韓圜、新台幣、泰銖、坡元
受美元走勢影響，因美元升值而下

跌，可待6月美國議息後再觀察。

製表：記者 歐陽偉昉

本港樓價愈升愈有，港人置業愈來愈難。不少人認為，反正工資增速追不上樓

價升幅，與其儲錢做樓奴，不如外遊歎世界。旅行要去得精明，兌換外幣懶不

得，常見方法包括到出名匯率較好的找換店兌換外幣。不過，專門到找換店需要

花費時間和交通費，究竟在找換店兌外幣會否「賺匯率但蝕水腳」？在找換店和

銀行兌換外幣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目前各熱門外幣的走勢如何？今個星期本欄

將會為讀者一一解讀。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偉昉

很多港人會特地到找換店，以較平
的匯率兌換外幣。不過打工仔花費午
休或放假時間去換錢，如果找換店不
在工作地點附近可能更要花上來回交
通費，計及以上成本後，在這些找換
店換錢，實際可以慳到幾多？下文將
以上周四（5月18日）約下午4時各大
找換店和銀行的網站數據（見表），
比較日本、韓國、台灣、歐洲以及美
國五大港人旅遊熱點的貨幣參考匯
率，看看在哪裡兌換最慳錢。

兌得一千幾百 慳埋唔夠車費
比較港九各商業區共8間找換店，

各種貨幣中以中環百年的參考匯率最
好，以每1,000港元兌換至最接近的外
幣整數計算，在百年每兌換1萬日圓
與匯豐現鈔賣出價相差約為10港元；
兌換每10萬韓圜相差33.77港元；兌
換每4,000元新台幣相差36.04港元；
兌換每100歐元相差5.9港元；兌換每
100美元相差2.28港元。是否值得花

費時間或車費至找換店兌換？這相當
視乎你的兌換數量是否足以彌補車費
和時間成本。另外各找換店的匯率相
差甚小，以一般旅行需要來說，未必
一定要過海找最平的找換店。外匯市
場每日皆有變化，以上比較僅作參
考。

部分熱門舖頭 預約優先處理
客戶光顧熱門找換店時，一般需要

排隊輪候上一段時間，尤其是遇上日
圓、歐元和英鎊等貨幣大跌時則更
甚。記者上周到百年實測，在沒有預
約兌換外幣下，在下午兩點半左右輪
候時間約20分鐘；若是在一般午飯時
間兌換，很可能換完錢已經來不及用
膳。當然很多找換店設有熱線電話或
WhatsApp預留貨幣服務，客戶到達時
可獲優先處理，減省等候時間；亦有
找換店限制沒有預留外幣的客戶只能
在指定時間前兌換。不過預留貨幣亦
有一定限制，一些找換店要求達一定

金額以上才能預留，預留後不能更改
金額，亦需要在當日完成交易。
如果你不想到熱門找換店排隊，在

中環、尖沙咀和觀塘等商業區亦有一
些連鎖找換店。若想親身格價，在上
環急庇利街和尖沙咀重慶大廈內集中
了相當多的找換店可供選擇。
很多人擔心外幣上被畫上記認會被

拒收，或紙幣面值太大不被商戶接
受，要求找換店安排乾淨或面額較小
的外幣。對此，旅行經驗豐富的發達
鳥找換店創辦人王偉霖認為不用太擔
心，例如1萬日圓的紙幣可以在自動
售賣機或車站使用，當地店舖亦大多
不會拒收；當然如果客戶堅持的話，
他也會盡量安排。
此外，根據現行法例，進行等值或

超過12萬港元的現金交易，個人客戶
需出示身份證或護照副本，以及最近3
個月內的有效住址證明，例如水、電、
煤繳費單或銀行信件等；內地客戶則須
要出示身份證及護照或通行證副本。

銀行：存取或收手續費

小貼士：銀聯提款或更優惠
當你兌換外幣，通常會看到兩個價錢「買

入價」和「賣出價」，應該使用哪個匯率？
視乎你是買入外幣還是賣出外幣。因為報價
是站在銀行角度看，例如美元兌港元報買入
價7.72和賣出價7.89，表示市民買入100美
元要789港元，沽出100美元只能獲得772港
元。兩者的相差是差價，其中一個決定因素
是外幣市場的流動性，所以在外幣市場關閉
的星期六，以及流動性較低的冷門貨幣差價
會較大。
很多港人使用銀聯網絡在海外銀行櫃員機

提取外幣，再經由本地戶口扣數。綜合空姐
空少的情報所得，利用銀聯兌新台幣和韓圜
在加上手續費後的兌換率，比香港找換店更
優惠。另外他們分享，若要兌換泰銖或韓
圜，可以在泰國當地的兌換店Super Rich或
首爾明洞兌換。不過，通過銀聯在海外提
款，很多銀行會徵收15元至20元手續費，
如果兌換銀碼不大反而賺匯率蝕手續費。再
者銀聯在亞洲以外的網絡不多，網上很多意
見指在海外的櫃員機很多時用不到銀聯，建
議可以帶備一些港元或美元以防萬一。

如果兌換數量不多，找換店又不在
附近，在區內銀行分行兌換無疑是較為
方便的選擇。在銀行買賣外幣，匯率可
分為電匯價（TT Rate）和現鈔價
（Note Rate）。電匯價是直接存入客
戶在該行戶口的匯價，因為不涉及銀行

處理外幣現鈔的成本，故匯率會較現鈔
價為佳；另外客戶的戶口等級愈高，匯
率會愈優惠。不過，銀行會在客戶從外
幣戶口存取超過一定數量的現鈔時收取
手續費，金額多少視乎客戶的戶口等
級，部分銀行甚至不論客戶任何存取金

額皆收取手續費。銀行亦會對非客戶以
現鈔兌換外幣收取手續費，甚至部分中
小型銀行只限該行客戶兌換。此外，並
非所有銀行分行皆有外幣供應，故建議
到分行兌換前先致電銀行查詢，或到大
型銀行的主要分行辦理。

港元與美元掛鈎，兌換外幣的走勢大體一
致，不過上周港元曾跌至7.79的偏弱水平，會
否影響以港元兌外幣的匯價？恒生銀行署理首
席經濟師薛俊昇表示，以百分比計算，有關影
響甚微，若美元兌其他貨幣上升，以港元計亦
應該有升幅，所以考慮兌換時應留意美元走
勢。由現在到暑假還有個多月，究竟現在應否

「斨定先」？

美元走勢不可不看
韓圜、新台幣、泰銖、坡元等亞洲貨幣均是港人

熱門兌換的旅行用外幣，薛俊昇指這些並非主要貨
幣，匯價主要視乎美元走勢。年初時美元較強勢，
但首季美國經濟數據稍弱，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
「出口術」，美元稍為回調。不過聯儲局循序漸進
加息，美元指數在98點開始有支持，未來下跌幅
度有限，升幅則視乎聯儲局加息指引和經濟數據，
可以等加息後再觀察。

人幣走勢料續偏穩
至於其他亞洲主要貨幣，人民幣踏入今年走勢穩

定，薛俊昇預料人民幣的走勢將繼續偏穩。內地基
本經濟回穩，貨幣政策偏向中性，支持人民幣走
勢，料未來一兩個月會在現水平徘徊。日圓在本月
中曾經重回3月以來低位，不過在上周回升。薛俊
昇認為市場預期美國將在6月加息，進一步拉闊日
本和美國債息息差，到時候或出現套利交易買美
金，兌換日圓可以再等一等。
法國選出親歐的馬克龍成為新總統，刺激歐元上
升，薛俊昇預計至暑假歐元、英鎊和瑞士法郎的走
勢均與現在相若。
過去數月歐洲貨幣錄得不少升幅，再升空間不

大。再者預期美國在6月加息，美元或會走強，到
暑假時歐洲貨幣或會遇上壓力，可以等待稍後才兌
換。
澳元、新西蘭元和加拿大元雖然位處不同地區，

不過皆屬於商品貨幣，走勢受商品價格主導。薛俊
昇指商品價格今年以來未能延續去年底的升勢，若
商品價格未能上升，相信這些貨幣的走勢亦會差不
多。不過商品價格較難捉摸，遇上消息貨幣波動較
大，建議可以分段吸納。

專
－
家
－
教
－
路

換外幣
找換店：兌得多先至抵 兌換日圓可等一等

邊度抵？

■百年找換兌日圓和歐元匯率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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