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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全天候大灣區策略基金概要
成立日期

首個交易日

派息政策

基本貨幣

貨幣類別

最低首次認購額

基金經理

受託人

保管人
註：基金條款詳情以該行公佈為準。 ■製表：記者 馬翠媚

2019年4月8日

2019年4月9日

旨在於每月派息，派息率並無保證，股息可從資本中分派

美元

A1
(美元)

1千美元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

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

中國銀行（香港）

A2
(港元)

1萬港元

A4
(人民幣)

1萬元人民幣

A11
(人民幣對沖)

1萬元人民幣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執行總裁沈華昨形
容，大灣區經濟最有活力，隨着大

灣區經濟起飛，預期將有越來越多新發
債體出台，為債市提供額外發行溢價，
料將帶來投資機會。他指，新基金旨在
追求中至長期的資本增值，至於投資策
略方面將揀選大灣區內企業及政府機構
債券，並通過債券通投資廣東地區優質
金融機構及基建等行業資產，以及投資
創新性的投資如以澳門幣計值的澳門當
地資產；行業方面則以金融業、消費
業、資訊科技業、通訊業及原材料為
主。另外亦聚焦大灣區內優質企業債
券，其平均信貸評級會維持「投資」級
別。基金旨在每月派息。

不排除投資政府債及主權債
沈華亦提到，新基金會視乎不同的經
濟周期，而作出相應的調配。他認為經
濟向好發展、企業違約率穩定或降低時
候，多投資一些企業債可獲得更多風險
收益，然而若日後預期企業違約率將會
提高，則不排除基金將投資政府債及主
權債，並考慮投資信用評級高、信用風
險低的債券。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固定收益首席投資
官阮卓斌補充，在今年息率仍然向下調
的大環境下，加上內地資金仍然充裕，
尋求企業債投資的趨勢仍然強勁，因此
基金今年將集中選擇升值潛力較大、及
具較佳投資機會的大灣區企業債，日後

到經濟周期的尾部，意即息率進一步向
下及內地企業債違約率提高下，則會調
配至國債等。

最少70%淨值投資灣區資產
阮卓斌又指，新基金資產淨值中最少
70%將投資於大灣區的相關資產，建倉
初期投資在區內美元債的比例將較高，
而基金對債券的信貸評級和貨幣類別並
無特定要求，但預期投資於高息債的相
關比例不會高於50%，期望有效控制組
合的波動性。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投資總監韓劍秋表

示，環球經濟增長放緩，美聯儲預期年
內不再加息及9月暫停縮表，料資金有
機會流入中國在內亞洲新興市場的債
市。他認為這些債市去年表現相對落
後，加上企業基本面持續改善，以及中
央政府今年已推出一系列穩定市場的政
策，包括人行在今年初分別2次降準合
共1個百分點，釋放流動性，以及首次
推出票據互換操作，預期未來中央政府
會繼續推出穩定市場政策，料將對內地
債市帶來支持。

千億美元資金料湧內地債市
另外，人民幣計價中國國債和政策性

銀行債券將由下月起納入彭博巴克萊全
球綜合指數，阮卓斌預期，由4月1日起
至未來18個月，料將吸引1,500億美元
環球性資金流入內地債市。

中銀香港首推大灣區債券基金
入場費1萬元 擬每月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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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的出台，相關概念板塊成為市場熱點。中

銀香港資產管理昨趁勢在港推出首隻以大灣區為主題的

「中銀香港全天候大灣區策略基金」，基金主要投資大

灣區內地方政府、政府機構、企業所發行的固定收益證券，首次發

售期由即日至4月8日，投資者可分別以美元、港幣或人民幣認購，

最低首次認購金額分別為1,000美元、1萬港元及1萬元人民幣。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昨日就推出「中銀香港全天候大灣區策略基金」舉行發佈
會。由左至右為阮卓斌、沈華、韓劍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惠生工
程（2236）於港交所的業績公告上表
示，公司於今年已新簽多份項目合同。

截至周一（25日），公司錄得未經審計
新合同總值（已扣除估計增值稅）約為
68.48億（人民幣，下同），相當於去年

全年新合同總值約95.5%。此外，公司
又稱，爭取將2019年及2020年兩個年
度的新合同總值增加至400億元，同時
將海外市場的佔比提升至60%以上。
惠生工程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榮偉昨

於記者會表示，由於公司在精細化項目
管理、數字化和模塊化價值創造，以及
技術研發等方面持續加大戰略投入，藉
以持續鞏固核心競爭優勢，因此她對達
成新合同總值目標充滿信心。

毛利率跌為行業共同考驗
惠生工程周一晚公佈去年全年業績。

其中，公司獲得之新合同總值（已扣除
估計增值稅）按年增129.8%至約71.68
億元。收益按年下降21.1%，至32.56
億元；股東應佔溢利為5,630.1萬，按

年下跌約 59.3%。每股基本盈利 1.38
分，每股派末期息0.0043元。期內公司
毛利率亦按年下跌 5.6 個百分點，至
15.3%。
榮偉昨解釋，毛利率下跌是最近兩年

整個能源化工行業都要面對的考驗。為
提升公司收益與營運效率，公司將在國
際市場中尋找高附加值的項目與客戶，
同時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利用
公司豐富及值得信賴的營運經驗，對外
輸出製造產能。
她續指，公司將繼續推動模塊化項目

執行模式，透過編製完成模塊化執行及
設計指導文件，為公司旗下項目提供更
加規範的管理流程文件，提升模塊一體
化解決方案的整體實力，藉以縮短施工
期限，降低營運成本。

■ 林 順 潮
（左）表示，
會積極於大灣
區佈局開設眼
科醫療網絡。
香港文匯報記
者殷考玲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為
了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製造，「環球製
造業和工業化峰會．深圳站」活動26日在深
圳舉行。為推動中國的智能製造，會上，中
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深圳工業總會分別與環
球製造業和工業化峰會組委會簽署「全球合
作夥伴計劃」備忘錄。
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黨委書記、執行副會

長兼秘書長熊夢表示，製造業再成為全球競
爭的焦點，而重中之重在於創新。中國工業
經濟聯合會將陸續推出協同創新引擎－中國
工經聯產業創新平台，高端材料與先進製造
協同創新平台等新的合作協同的機制。而且
在與地方政府共同打造新的產業集群的一些
項目落地。

環球製造業峰會
推動灣區智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希瑪眼科
（3309）擴大內地業務版圖，該集團昨公佈斥
資8,290萬元人民幣(相當於9,734.9萬元港元)
收購上海璐視德醫療全部股權，將以內部資源
撥資，預期今年6月底完成收購。此外，集團
公佈去年度純利4,257.1萬元，按年升6.1%，
每股派末期息2仙。主席林順潮昨表示，未來
會積極於大灣區佈局開設眼科醫療網絡，位於
惠州的眼科醫院將於今年下半年開業。
截至去年底止，該集團收益4.29億元，按年

升 38%，當中香港和內地的佔比分別為
50.8%、49.2%。純利上升主要由深圳眼科醫
院的收益增長強勁，以及北京眼科醫院投入業
務營運帶動。期內，來自深圳的收益為1.79億
元，增長率為47.7%。
林順潮表示，該集團會積極於大灣區佈局開

設眼科醫療網絡，並以深圳為總部作培訓人
材、指揮作用，因為深圳對眼科醫療服務的需
求持續增加，目前深圳的診所使用率高，會物
色深圳其他地區開設新的服務點。林順潮又
指，以深圳作為總部培訓人材及將營運模式複
製到大灣區其他城市。
手術費方面，由於手術組合類型的變動，香
港去年平均手術費下降9.7%，至3.49萬元；相
反，內地去年平均手術費增加7.8%，至1.49萬
元，主要由北京眼科醫院投入運營，尤其是深圳
眼科醫院所作貢獻有強勁增長帶動。林順潮指
出，手術費未來有上調空間，但增幅需要視乎日
後的服務需求和行業競爭情況。

希瑪眼科惠州醫院
下半年開業

惠生工程冀海外市場佔比逾60%

■榮偉表示，對
達成新合同總值
目標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政府
將於 4 月 1 日推出強制性公積金
（MPF）「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和「合
資格延期年金保單」的扣稅安排（稅務
優惠），但BCT銀聯集團與港大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
近八成人未聞新措施，當知悉稅務優惠
內容後，三成受訪者表示有興趣參與，
當中較多人傾向作「可扣稅自願性供
款」，認為其投資更直接簡單、靈活彈
性。
調查結果又顯示，現時僅有4.8%受訪

者有於強積金的僱員部分作額外供款。
而關於此次政府為作出的新稅務優惠的
建議，近八成（79.5%）受訪者沒有留
意，有逾六成受訪者不清楚「強制性供

款」可有高達1.8萬港元免稅額。BCT
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劉嘉時認為，香
港政府即將推出的稅務優惠，為香港的
就業人口提供誘因作出更多儲蓄，為退
休生活未雨綢繆。以一名月入6萬元、
繳交17%標準稅率的單身納稅人為例，
按新修訂建議可節省1.02萬元稅款。

料25萬人較大機會使用
至於表示對稅務優惠沒有興趣的受訪

者，有20.1%的受訪者是因為對整個安
排欠缺了解，另一原因則是沒有閒錢
（16.7%）。
集團首席業務總監李德麟坦言，這個

計劃對於收入較高人士的吸引力較大，
相信年薪40萬元以上市民是扣稅優惠的

主要對象，估計約75萬人，佔整體交稅
人口的3成，若根據調查顯示有3成人
有興趣，料有約25萬人較大機會會參與
計劃。不過，他強調，「多有多慳，少
有少慳」，即使收入較低人士亦可利用
計劃培養儲蓄習慣。而BCT銀聯特意推
出網上自助平台讓用戶「3步開戶」，
享用稅務優惠。
對於業界近日下調強積金管理費，劉

嘉時認為減價戰永遠存在，但覺得單以
低價格去競爭並無意義，因成員要衡量
服務質素等多方因素，性價比高才是重
要。他指出，現時相關的新產品仍待監
管機構批准，相信管理費不會比普通計
劃高。目前自願性供款及特別自願性供
款佔集團資產規模約17%。她又提醒，

即使市民將特別自願性供款的款項，轉
至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以往的強積金供
款都不能享有新稅務優惠。是次調查於
1月17日至30日期間電話訪問816名在
職人士，年齡由18至65歲，以了解其
對「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稅務優惠的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復星醫藥（2196）總裁兼CEO吳
以芳昨日在上海表示，當前公司處於研
發集中投入期，研發投入快速增加。雖
然去年淨利出現同比下降，但隨着研發
推進，會有新產品不斷上市，料今年公
司利潤增長點多於去年。

復宏漢霖繼續港上市
復星醫藥前晚公佈2018年全年業績，

實現營收 249.18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 34.45%；研發投入
25.07億元，同比增長63.92 %；淨利潤
27.08億元，同比下降13.33%。

吳以芳表示，醫藥行業面臨轉型的特
殊階段，復星醫藥堅持走創新道路，因
此當前集團處於研發集中投入期，研發
投入大幅增加。2018年復星醫藥持續加
大包括單克隆抗體生物創新藥、生物類
似藥、小分子創新藥等在內的研發投
入，積極推進仿製藥一次性評價。

對於今年前景，吳以芳稱隨着前期研
發新產品上市，打開成長空間，增加利
潤點。疊加醫保目錄調整再啟動，醫保
談判進行中，被納入藥品有望增加，亦
對公司利潤產生正面影響。
吳以芳另稱，會繼續推進旗下復宏漢霖

在港上市計劃。至於內地即將推出科創
板，日後亦會尋找機會，在政策允許下推
動旗下新研發優秀創新項目上科創板。

調查：8成人不知強積金扣稅優惠

復星醫藥：正處研發集中投入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國泰航空
（0293）傳收購香港快運，原本指最快昨公佈
收購消息，惟至今仍未見蹤影，有消息指收購
事宜疑臨門一腳觸礁。有報道指，國泰航空一
直有就洽購事宜與香港快運進行溝通，不過有
關收購事宜面對多方阻力，包括香港快運大股
東無意出售、以及港府關注潛在壟斷問題等。
對於有關收購香港快運傳聞，國泰昨未有回
應。
《南華早報》前日引述消息指，國泰洽購

香港快運的交易已獲確認，最快昨會有正式
公告，消息出台後，刺激國泰股價上揚，昨
收報13.68元，升2.7%。不過在昨天收市後
情況出現逆轉，除了先後傳出國泰非香港快
運大股東願意出售股權的屬意人選，以及不
滿國泰在未有任何確實收購消息時過於高調
外，國泰昨亦未有如傳聞般預期發表任何收
購消息。
國泰在本月初發出公告，證實正在積極商

談一項涉及香港快運的收購事項，公司當時
稱概無就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協議，亦無法確
定會否訂立任何協議，進一步公告將於適當
時候刊發。後來國泰主席史樂山在月中出席
國泰業績會時，被問到會否全購香港快運
時，他口徑一致地指現階段未有補充，有消
息會向外公佈。

國泰擬購快運
傳臨門觸礁

■劉嘉時（左）表示，新稅務優惠提供
誘因令港人作更多儲蓄。記者莊程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