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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紛擴充
券商紛擴充
迎新大時代

外資行加強中資股分析員隊伍 冀分杯羹
港股過去一年日均成交額變化
(4 91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張美婷
張美婷)) 港

■許繹彬

其後，新經濟類新股搶閘上市，譬如眾安
在線 (6060)、閱文 (0772)、雷蛇 (1337)等，
初時開戶人數遜於預期，傳統股民對該類股
份較為陌生。不過，在媒體介紹助燃下，新
股市場迅速升溫，透過該行認購眾安的投資
者破 1 萬大關，而當時每間分行開戶人數由
暑假時每日約 10 個，增至約 15 個，22 間分
行即每日增約 330 個新客，其後到閱文招股
時的開戶人數更推至新高，當時不少投資者
均以「全家總動員」策略認購新股，故令每
日每間分行開戶人數推向 30 至 40 個新高數
字，部分分行出現排隊數小時等開戶的墟冚
場面，職員亦加班到晚上10時來處理申請，
其中上水、屯門、荃灣等區的開戶人數較其



推免佣等多項優惠搶銀行客



面對新客湧入下，銀行與券商亦掀起爭
客戰。許繹彬表示，每當股市暢旺的時
期，銀行的投資者通常難以透過電話買賣
股份，出現「打極唔通」的情況。耀才為
爭奪銀行客戶，故推出免 7 個月佣金吸客、
3 個月免息認購新股等優惠，只要手持銀行
單據，或其他證券行轉投耀才開戶，即可
得到上述優惠。而大額投資的客戶轉投耀
才開戶，只要出示金融機構股票交易的通
知文件，可獲手續費 8 折優惠。他表示，部
分投資者由於較頻密買賣，會較着眼於證
券行的手續費和孖展息率。
目前耀才約 98%的股票買賣均由網上進
行，餘下2%則需要人手操作。許繹彬表示，
耀才於本月曾舉行一次大型的招聘會，而網
上平台亦加插招聘廣告，料明年新年再舉行
招聘會，公司人數由300人增至400人。



耀才流動教學專車落區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張美婷) 香港舖租貴，
大家近年在街上，會否發覺多了商家使用一些
流動專車吸客？有美容院、有保險公司，甚至
有銀行。而證券行今年亦加入這個「流動分行
行列」。

山等，專車的功用主要是解釋網上交易平台
的使用方法、亦向有意開戶的投資者處理開
戶事宜。他表示，教育專車有持牌的經紀鎮
守，並沒有股票買賣、證券市場分析等服
務。

客戶反應若理想 考慮拓分行

車上開戶 富途標榜一世免佣

耀才證券今年初斥資約 250萬元推出「流動
教學專車」，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不諱言
是學習「匯豐流動銀行」的，所以特別訂造一
架同匯豐流動車差不多大的貨車，內置電腦提
供一對一服務，每周停泊一個固定地方，去公
司未有分行的區分吸客，期望專車每月的開戶
數目與目前分行開戶數相若。目前每天約20人
透過專車詢問與該行有關的交易問題，若當地
客戶反應理想，未來會考慮在當地開設分行。
許繹彬表示，公司的流動教學專車，目前
逢周二至周日開放，主要在耀才沒有分行的
地區提供服務，譬如將軍澳、天水圍、馬鞍

除耀才外，目前使用流動專車吸客的券商還
包括有富途證券，流動車上有電腦，供市民即
時體驗富途牛牛的實際操作，並標榜「帶齊身
份證+住址證明即場開戶仲可以有一世免
佣」。
不過，早前有業界人士認為，流動車開戶猶
如「流動分行」，不需要租用舖位做生意外，
車輛售價亦較直接購買舖位低，而券商亦毋須
通知證監會，引起市場關注。事實上，法例上
可以容許在辦公室以外開戶，不過若證券行每
天使用同一架流動車為客開戶，流動車可能被
視為「分行」，須向證監會匯報。

■耀才推出「流動教學專車」，去公司
未有分行的區分吸客。

■富途標榜
車上即場開
戶仲可以有
一世免佣。

信誠：交易熱線一定有人聽
但「一定打得通個電話」落盤，明言若港股
再破30,000點後，股市交投持續暢旺的情況
下，不排除再增聘更多人手。

「服務」作賣點 不以「平」吸客
■張智威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券商要於
「大時代」搶客，方法各異，有辦旅行團
的，有以主播 Rap 住報新聞的，有走低佣路
線的，有賣服務的，同樣主打散戶市場的信
誠證券是屬於後者。該行以證券經紀「服
務」作賣點，雖然大部分交易已轉往網上，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上周末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新股交投暢旺於數
年前已經開始，故公司早年已開始強化網上
交易和個人客戶服務。股市暢旺的時期，經
常出現交投過分踴躍，有券商的交易系統
「冧機」，無法即時買賣股票，而交易熱線
亦無人接聽，導致不少投資者失去高賣低買
的先機。他表示，公司於今個「港股新大時

代」的開戶人數較往時增加 2 至 3 成，而今
年信誠已增添市場部的人手，期望客戶致電
公司進行交易，「一定有人聽」。

基金經理粉飾櫥窗 料續托市
不少證券行推出手續費和息率優惠，以
「平」吸客。張智威坦言公司不會走這種路
線，反而將繼續貫徹多年來以服務為先的宗
旨，即繼續沿用證券經紀制度，而目前佣金
維持0.15%，最低消費約75元。他認為，投
資者透過券商買賣股份，亦期望了解股市走
勢，與個別股份的分析。
對於大市走勢，張智威表示，今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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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券商過去一年市佔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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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股認購熱令新客爆升

他區分多。
自眾安在線起，市場再掀散戶認購新股
熱，今年 9 月底上市的眾安當時獲逾 12 萬
散戶認購，超購 391 倍，已屬近年新股市場
大熱新股，及至本月初上市的閱文集團，
更把散戶認購熱推上高峰，有多達 42 萬散
戶認購該股，超購逾 623 倍，凍資逾 5,200
億元，均屬近年紀錄。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上周末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在今個暑假初期，
約 7 月至 8 月，已見到投資者開始入市炒新
經濟類股份，譬如騰訊、瑞聲科技 (2018)、
舜宇光學（2382）等，而公司近年主打網
上買賣平台外，以低佣金作招徠，成功吸
引不少新客戶，特別是年齡介乎 25 至 45 歲
的年輕人，這些新開戶的投資者主要炒賣
新經濟類股份。











北水佔成交增 券商爭內地客

趨 升 ， 市 佔 率 由 5 月 份 的 33.38% 及
9.27% ， 增 大 至 10 月 份 的 36.06% 及
10.79%，相反大型券商的市佔率則減少。
同時今年以來大市成交普遍逐月上升，由
1 月份的日均 556.73 億元成交，大增至 11
月份的逾 1,177 億元，大增 1.11 倍。在大市
成交同步增大情況下，小型券商的市佔率
上升，顯示散戶的投入更勝外資大戶。
向來活躍於散戶市場的耀才證券 (1428)早
着先鞭，年初時斥資約 250 萬元營辦流動教
育專車吸客，該行預計到明年將增聘 100 名
員工，令總員工人數增至 400 人，並計劃進
一步擴展分行，如集中於新市鎮區域，譬
如青衣、天水圍、將軍澳、馬鞍山等。

耀才早着先鞭 成功吸年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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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0388）數據顯示，反映散戶參
與情況的 B 組及 C 組券商市佔率近月







務求於這個新大時代齊齊分杯羹。
務求於這個新大時代齊齊分杯羹
。



■股市交投持續暢旺
股市交投持續暢旺，
，證券行業的氣氛完全
煥然一新，客戶開戶及買賣活躍程度大增
煥然一新，
客戶開戶及買賣活躍程度大增。
。




 



















































趁新大時代牛市，
趁新大時代牛市
， 大肆吸客擴充
大肆吸客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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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進入「
股進入
「 新大時代
新大時代」。
」。本港券商亦
本港券商亦




 



日日過千億元，
日日過千億元
， 牛氣沖天
牛氣沖天，
， 人稱港

外資行亦加強中資股分析員隊伍，
外資行亦加強中資股分析員隊伍
，



 

 



股開戶抽新股熱潮。
股開戶抽新股熱潮
。 近期大市成交

 

 





不少新經濟股份上市，
不少新經濟股份上市
， 市場掀起一

 



 

騰訊 (0700
0700)) 衝破 400 元 ， 加上近期







股日前十年來再度登上 3 萬點
萬點，
，股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
婷)「滬港通」至今推出已經 3
年，連同去年 12 月推出的「深
港通」，南向的「滬深港股
通」佔港股成交比例日漸增
多，內地客亦成為香港券商爭
奪的目標。
財庫局局長劉怡翔昨日在網誌
中指出，港交所的數據顯示「滬
深港股通」成交一直穩步增長，
港股通日均成交額在港股市場的
佔 比 由 2015 年 的 2.4% ， 增 至
2016 年 的 4% ， 而 今 年 首 十 個
月，更差不多翻倍至7.2%。

市場料北水佔成交已逾兩成
另據本報記者翻查有關「滬深
港股通」資金流通數據的東方財
富網數據顯示，截至上周五，南
向的「滬深港股通」淨買入港股
的金額 6,892.1 億元人民幣，折
合約 8,154 億港元。另外，有市
場人士透露，目前每日內地資金
佔港股成交實際上已達兩成多，
按目前的趨勢發展，北水佔港股
的 成 交 比 例 不 難 增 至 30% 至
40%。
北水佔港股的投資比重將越來
越高，不少香港券商亦想於內地
客市場爭一席位。耀才一直期望
開拓內地客戶市場，但內地客源
只佔整體客戶約 2%至 3%。耀才
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認為，歸根
究底與香港券商的知名度於內地

是基金經理「交成績表」的日子，通常股市會
被稍為托高，相信大市不會於今年內暴跌，港
股今年底甚至有再創逾 30,000 點新高的機
會。他認為，金融股受惠美國加息表現，當中
匯控 (0005)特別被睇好，因為該股於恒指比例
約10%，與騰訊 (0700)佔比相若，惟目前升勢
未及騰訊，若年底前匯豐成「追落後」股份，
有機會為港股再帶來一定升幅。

加強風險管理 不會借盡孖展
不過，他表示，公司在於「港股新大時
代」會加強風險管理，不會向投資者借盡孖
展金額。他又指，現時不少人買入窩輪或牛
熊證等衍生工具，該項投資產品具一定的風
險，故公司經紀會盡量提醒投資者注意其所
涉及的風險程度。
其他券商亦趁今次牛市擴充吸客，富昌金

%

本港持牌機構及
註冊機構數目
截至今年
6月30日

按年
變動

持牌
機構

2,549

+13%

註冊
機構

119

持牌
人士

40,536

總計

43,204

持平
+2.6%
+3.1%

資料來源：證監會
市場較低有關。目前中資券商可
以在港設立分部，方便內地投資
者透過「港股通」投資本港股
市，但內地尚未開放證券市場予
香港證券行，故內地客甚少透過
香港券商投資。

冀內地客開戶無須親臨香港
不過，他表示，耀才的內地客
戶已較本港其他行家多，而公司
位於荃灣、屯門、大埔、上水等
地區的內地客開戶數目也較其他
地區明顯為多。期望監管機構對
於「見證開戶」等服務定立更清
晰的指引，令內地投資者毋須親
臨香港，亦可以透過其他媒介開
立香港證券戶口。

融主席郭俊偉也透露，公司正加強經紀數
量，今年新增約30名經紀。

看好內地股市 瑞信增分析師
外資行瑞信的亞太研究團隊，上周亦新聘
了10位證券分析師，以加強和擴大對中國股
票研究能力。瑞信亞太區股票研究部主管賀
立言（Neil Hosie）表示，中國是瑞信亞太
區增長戰略的關鍵市場，隨着中國政府進一
步放寬外資對其金融機構的投資政策，「我
們非常看好中國股票市場的長期前景。」
瑞信增聘的 10 位分析師，其中 5 位為行
業部門負責人，包括亞太區（除日本）互
聯網行業研究主管莊耀鴻、中國消費品行
業研究主管陳亞雷、中國醫療保健行業研
究主管邵瑩以及中國基礎材料行業研究主
管駱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