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內地投資者對港股興趣漸濃，基金產品開始
投其所好，加大港股標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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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盤交易流行 投資者紛嘗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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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最近一年表現在全球主要
市場中拔得頭籌，從2016年12月
30日收盤約22,000點，到2018年
3月15日收盤的31,541點，一年
多漲幅高達43.4%。除了指數上
的一路飆升，多個龍頭個股同樣
漲幅驚人，以市值最大的騰訊控
股（0700.HK）為例，在上述時
段內股價漲幅達147%，使投身港
股的內地散戶們着實大賺一筆。

「港股投資收益最大」
「港股已經成為我去年收益最

大的投資。」投身港股一年半的
趙先生談起去年買的騰訊、吉利
汽車（0175.HK）等股票不禁眉
飛色舞。他向記者表示，自前年
底開始，A股周期性逢低走弱，
賺錢效應愈來愈難，因此通過滬
港通開始初嘗港股，分別在高價
股和低價格上買入上述兩隻股
票，一年下來收益幾近翻了 2
倍，令他喜不自勝。「我買入後
也沒怎麼操心，港股收益就好得
驚人，身邊有炒港股的老手，去
年最多資產猛翻6倍。」趙先生
如此感歎。

「港股市場充滿奇跡」
另有爆炒港股10年經驗的老股

民魏先生告訴記者，港股市場上
充滿奇跡，他2009年曾買過一個
當時的落魄毫子股舜宇光學
（2382.HK），買入時價格僅為
0.8港元，但如今，該股價格今年
曾高見171.6港元，上周五仍收報
131.5港元，光是2017年截至目
前的漲幅就約325%，令他賺到盆
滿缽滿，也正是這隻股票，讓他
充滿了長期持有港股的信心。
談及近期因中美貿易戰引發的

股市震盪，魏先生稱並不懼怕，
一來談判已經進行中，二來香港
市場交易靈活、監管更為合理，
長期放着也無妨，而且類似騰訊
控股的高價股，現在亦是一個可
以買入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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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先生稱A股賺錢效應愈來愈
難，因此通過滬港通投資港股。

基金迎合投資者配置港股

後市存風險 忌過度爆炒

內地散戶蜂擁「南下打新」
「同股不同權」開閘 港股「獨角獸」搶先機

上周首隻「獨角獸」公司小米申請來港上市，拉

開了同股不同權公司在港上市的序幕。雖然中美貿

易摩擦、美國加息資本流出香港等負面因素未消

退，但香港市場即將迎來密集的新股發行吸引大批

內地投資者。受惠於網絡科技的發展，多數炒港股

的內地散戶參與港股抽新股，甚至在APP的幫助下還能接觸新股暗盤。業內機構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炒港股新股的內地投資者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小散」身影，而且

他們南向的資金極有可能大過官方統計數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互聯網券商、港股通、香港直接開戶投資港股區別

互聯網券商

港股通

香港直接開戶

開戶資金門檻

免審資產開戶

50萬元人民幣資產

免審資產開戶

佣金

0.03%-0.05%

0.15%

0.25%

抽新股

網上一站式

不支持抽新股

手續繁瑣

報價交易貨幣

港幣報價港幣交收

港幣報價人民幣交收

港幣報價港幣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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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網絡科技的發達，現時炒港股的內地投資者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小散」身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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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在為內地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的同
時，也在急速攀升過程中積累了動力減退的
可能，同時外圍市場亦增加波動風險，多個
機構都對此提出了警示。
恒天財富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自2月股
市大跌以來，港股至今仍處於震盪調整期，
在貿易戰風險未消退的情況下，短期走勢料
繼續震盪，未來港股市場的風險點，包括隨

着美聯儲逐漸加息、市場對貨幣政策預期的
改變，中美貿易戰爆發的風險，以及季報業
績公佈結束後推升港股上漲的動力減退。

資本續外流 港股或下跌
另外，前一段時間有資金流出香港，美元
兌港元匯率突破7.85，香港金管局要入市買港
元以捍衛聯繫匯率，申萬宏源認為美元錢荒

導致港元貶值，引發資金的流出。興業證券
分析稱，港元對美元的匯率和港股的走勢高
度相關，資本流出初期，會造成港股下跌。
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存在風險，港股仍
有投資機會。恒天財富表示，可以適當佈局
低估值高成長的優質成長股，例如創新產
業、先進製造業成長股，包括受益於科技創
新的TMT、以及受益於消費升級的成長股。

除了直接參與港股交易外，內地不少散戶
投資者還偏好港股標的基金。恒天財富基金
評價中心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隨着
投資者對港股興趣漸濃，基金產品開始投其
所好，加大港股標的之配置。

「港股」標籤易受投資者青睞
恒天財富認為，有「港股」標籤的產品在銷
售時無疑帶有天然的光環，更易被投資者青
睞。從春節後市場上出現的爆款產品來看，例
如易方達港股通紅利單日募集40億元（人民
幣，下同），廣發滬港深行業龍頭同樣提前募
得40億元，這也體現了該類基金在投資者心中
的認可度。私募產品方面，開通「港股通」以
涉足香港市場也已成為新設產品的標準條款。
從數據來看，其實過去港股出現在基金配置

中的佔比並不是太高，但熱度卻有火速升
溫趨勢。恒天財富基金評價中心統計到，
截至2018年1月底，剔除貨幣型和債券型
基金，3,563隻公募基金中QDII基金和滬
港深基金合計佔比7%，其中參與投資港
股市場的QDII基金有92隻，滬港深基金
共計161隻。

每兩天誕生一隻新基金
但其增速甚為可觀，據Wind統計，截

至2018年2月28日，已成立的滬港深主
題基金共計180隻，總規模超2,000億元，特
別是今年前兩個月有35隻新滬港深基金誕
生，大約兩天就有一隻問世。另從3月新成立
基金來看，3月1日至3月13日新增9隻，已
超過2月整月的數據。

不過，對於市場上港股基金火爆異常的局面，
恒天財富提醒需防範「掛羊頭賣狗肉」，目前市
場上存在基金掛港股名行A股之實的情況，投資
者買入港股基金時，一要留意投資港股的比例，
二要選擇一些具有較長追溯期管理經驗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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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以往內地投資者較
少參與港股打新（即抽新股）的局面，正

在互聯網金融創新下逐步破冰。隨着網絡券
商、APP交易平台的迭代更新，內地散戶已經
可從最直接最快速的渠道加入到申購港股新股
的大軍中。

網上抽新股 股民收穫豐
「以往想要抽港股新股手續極為繁瑣，港股
通又無此功能，幸虧網絡券商的出現，不僅零
門檻入市，還圓了我港股打新的夢。」90後投
資者小蔡告訴記者，剛工作幾年資產累積不
高，但又不想錯過最近大好的港股打新行情，
好在互聯網券商平台上，僅憑一張身份證、一
張內地銀行卡就可秒開香港賬戶。
互聯網券商亦提供一站式的港股打新服務。
以騰訊投資的富途證券為例，從入金、新股認
購、孖展融資、交易等，都可以在線上完成。
目前來看，平安好醫生（1833.HK）、小米等
新股，都成為內地投資者眼中的熱門股票。
從內地散戶打新戰績來看，不少都收穫滿
滿。有投資者向記者展示平安好醫生的收益：
截至5月4日上午十點半，已經從打新成本的
49.90港元上漲到56.30港元，漲幅達12.83%，
儘管該股到下午接近破發、全日平收，但因上
午波段時間有賣出，最終還是有8,000多港元
落袋。另外，有抽威誠國際（8107.HK）的投
資者在論壇曬單，他所申購的數萬股，掛牌日
中午收市時大漲達126.7%，全日收漲77.8%。

網上券商供免費周邊服務
除了打新便利這一功能，互聯網券商還有其

他諸多優勢，特別對於年長的內地散戶而言，
更看重的還是其相較傳統券商更為低廉的炒港
股佣金。資深股民老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港
股交易上一般傳統證券公司收取每筆0.2%的金
額作佣金，但目前大部分互聯網券商只收
0.03%佣金。如果投資10萬港元的港股，傳統
券商交易佣金200港元，互聯網券商佣金才30
港元，差距不是一點點的大。
此外，目前互聯網券商參與主體中不乏第三

方服務商，他們還可提供免費行情資訊、交流
社區、投資工具等周邊服務。且第三方服務商
逐月吸引活躍用戶，並大有超趕傳統券商服務
類App的趨勢。

資金規模遠超官方統計
自去年起，互聯網券商的交易規模便開始突

飛猛進，從富途證券公佈數據來看，2017年月
交易額穩超700億港元，全年交易額達5,000億
港元，到了今年1月末，月交易額超過900億港
元，日前累計總交易額已突破1萬億港元。另
一家互聯網券商老虎證券，2017年全年交易額
亦突破5,000億港元。而上述兩家券商，一家
成立了6年，另一家還不足4年。
有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通常互聯網券商上

可以投資的股票包括A股、港股和美股三種，
但多數投資者都是衝着港股而來，因此意味着
上述統計的互聯網券商全年交易額中，絕大部
分都是港股交易部分，並推測通過互聯網券商
南下的資金，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存在。如
果能結合港股通和互聯網券商港股兩部分統計
來看，真實投資香港市場的內地資金或許要比
官方口徑大得多。

隨着內地散戶對港股的熟稔度日益上
升，暗盤交易也開始在內地投資者之間
流行，很多第三方服務商亦相繼推出此
類工具，方便「小散」們嘗試這些在內
地市場中無法接觸到的新鮮事物。

沒中籤仍可購得新股

「平安好醫生（1833.HK）暗盤漲
13%。」就在這隻港股新股上市首日前
一夜，有內地投資者已經通過暗盤開始

交易。所謂暗盤，指的是港股用於新股
上市前交易，可以不通過交易所系統，
直接由大型券商自行設立的內部系統進
行報價撮合。
之前，內地散戶並沒有機會接觸到相

關買賣，但隨着第三方服務商推出的
APP，使得暗盤逐漸被內地散戶知曉。
有投資者稱，自己是通過捷利交易寶的
APP開始接觸暗盤，相較打新，暗盤可
以在沒有中籤的情況下獲得新股，比如
之前的毛記葵涌（1716.HK）中籤率不
足1%，虧得暗盤交易APP的存在，又
獲得一次提前購買新股的機會，而且還
幸運地成功買入。

暗盤走勢具參考價值
另外，在已經中籤新股的情況下，暗

盤走勢亦可為上市後的表現作提前參
考。以上述平安好醫生暗盤高開低走表
現來看，多名資深投資者判斷上市後走
勢不會太好。果不其然，該股在正式上
市當天接近破發。
還有投資者告訴記者，暗盤還有一個

提前獲利的功能，平安好醫生首日表現
不佳，但暗盤交易時段（16：15至18：
30）如果可以伺機買進賣出，依然是有
機會提前獲利了結，之後根本不用在乎
首發日的漲跌。

圖為內地投資者手機平台上顯示平
安好醫生投資股份的獲利情況。

平安好醫生掛牌前一天在內地某證
券商交易平台上的暗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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