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航貝萊德
沽清三大中資電訊股

備受各界炮轟的道富環
球昨晚急速轉軚，宣布盈
富基金（2800）今日起將
恢復對受制裁股份的投
資。朝令夕改的兒戲態
度，與此前紐交所對三大

中資電訊商的舉措如出一轍。道富未來
幾日會否在特朗普末日政府的壓力下，

又再打倒昨日的我，仍是未知之
數，但其作為一家國際知名
的資產管理公司，形象卻已
嚴重受損。特朗普政府無理
打壓中企的蠻橫之舉，不僅
令全世界投資者怨聲載道，
也玩殘一眾美資大行，華爾

街用了上百年時間辛辛苦苦建立的金融
聲譽，全都做了特朗普任性妄為的陪葬
品。

禁令各自解讀 製造混亂
特朗普呆在白宮的日子已屈指可數，

但他給全球造成的混亂卻與日俱增，尤
其是針對中資企業的「黑名單」，然
而，這些行政命令究竟是禁止美資大行
為全球所有客戶投資，還是僅限於不對
美國的客戶撮合對受限公司的投資，一
眾美資大行都為此傷透了腦筋，各大行
各有不同的解讀，令市場陷入前所未有
的混亂。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一些公司判

定自己應在全球範圍內執行該禁令，而
另一些公司則認為自己可以繼續為非美
國的客戶交易。對於是否將繼續處理交
易，券商也有不同結論。幾家券商說，
形勢在變化中，他們對規則的解讀也可
能會發生變化。

就算是那些計劃繼續為非美國投資者
交易被禁公司的機構，在某些情況下也
很難確定誰可以被排除在禁令之外。例
如，一些券商不確定自己是否可以執行
「代表美國投資者管理資金的亞洲共同
基金的交易」。此外，很多券商不知道
某些基金是否為美國客戶服務，最終導
致的結果是，特朗普的禁令可能會限制
了許多非美國投資者，從而可能增加受

影響股票、債券和衍生產品的拋售壓
力，並降低它們的流動性。

拜登需勇敢撥亂反正
從紐交所對三大電訊商是否摘牌決定

的反覆無常，到道富環球今次的急速轉
軚，禍根都是源自於特朗普的無視市場
規則和制度，任意妄為，除令美國金融
界累積百年建立起來的聲譽蕩然無存之
外，也令全球投資者及資金離棄美國的
金融公司。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如果沒
有勇氣撥亂反正，徹底與魔普的政策遺
毒切割，只會令美國金融界繼續上演一
齣又一齣的鬧劇，淪為全世界的笑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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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富轉軚盈富重納「禁令股」
美資行荒誕行為擾市場 金管局批製造不必要混亂

喪普玩殘美資大行，繼紐交所反口

再反口之後，盈富基金(2800)管理人道

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昨日傍晚玩殘市場

亦反口，宣布盈富基金今日起可重新投

資恒指成份股內的受美制裁的股份。市

場消息指，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極速

轉軚，最大原因是「搞清楚原來自己並

非『美國人』」。不過，道富環球投資

管理亞洲在盈富基金銷售文件的介紹中

卻指，經理人（即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

洲）是美國的銀行控股公司 State

Street Corporation間接擁有之全資附屬

公司。金管局則批評道富環球數日內的

公告對市場造成不必要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周紹基)
繼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
之後，全球第二大基金公司領航
亦表示，因應美國的投資禁令，
正在沽出三家中資電訊股的持
股。領航在聲明中表示，該公司
已於1月8日出售受美國制裁的股
份，以求符合行政命令，並會繼
續監察局勢，確保其他證券新列
入制裁目標時，持續遵守行政命
令。
自美國去年11月禁止美國企業

投資涉及中國軍方的中資股後，
多家指數公司已相繼將多家中資
電訊股剔出指數。美資行摩通、
摩根士丹利及高盛也隨之提早將
484隻衍生產品退市。
被美制裁的三家股份包括中電

信(0728)、聯通(0762)及中移動
(0941)，昨日表現平穩。經之前一
連兩日急升後，中移動及聯通昨

分別回調1.8%及0.4%，中電信仍
有力再升1.8%，連升第三日。市
場人士認為，三大中資電訊股今
周已大幅反彈約10%至13%，短
期升幅太急，需要回氣休整很正
常，相信盈富基金（2800）重新
吸納中移動、聯通及中海油(0883)
後，可刺激三家中資電訊股股價
再上升。

港股成交續高企
港股昨日先升後跌，初段升過

137點，見28,414點近1年高位，
其後隨A股回調。恒指最終跌41
點報28,235點，成交維持高企，
達2,027億元。繼周初中資電訊股
反彈後，昨日輪到石油股發力，
油價急升加上瑞銀唱好，三大油
股居藍籌升幅三甲，中海油(0883)
大升 5.5%，中石化(0386)升半
成，中石油(0857)亦升4.4%。

香港文匯報訊（殷考玲 周曉
菁）盈富基金（2800）本周一才公
布不再投資受美國制裁的股票，事
隔僅兩天卻又發通告指今日起將恢
復對屬於恒指公司的受制裁股份進
行投資，意味着盈富基金將重新買
入 中 移 動 （0941） 、 中 海 油
（0883）等被美國列入禁令的股
份。
不過，因應美國政府早前的禁
令，評估對本港衍生產品市場的影
響，法興上市產品銷售部亞太區主
管陳其志昨日於視像會議中表示，
美國制裁事件對本港窩輪產品市場
選擇不會有太大影響，該公司仍會
繼續發行中移動、中海油等股份的
衍生產品。
早前美國的制裁行動，導致在港3間美資投
資機構終止共484隻涉及港股的衍生產品的買
賣。陳其志指出，買賣窩輪的投資者會較為留
意大市及個股表現走勢，投資者的數目及金額
均不會減少，而本港衍生產品的市場規模也不
會因此縮小，而該公司未來會按市場需求積極

發行衍生產品，並預期今年窩輪及牛熊證市場
成交額保持微升。

滙豐看好港股後市
滙豐證券策略亞太區主管林傳英於亞洲經濟

展望記者會上坦言，個別中資股受到制裁，這
種現象難以量化相關的後續影響，只能繼續觀

察禁令走向和市場動態。
而隨着更多中概股回港二次上市，

南下資金不斷湧出，他相信可繼續帶
動港股表現，料恒指今年底目標為
29,810點。
對於今年的投資主題，法興上市產

品銷售部董事周翰宏認為，今年由美
國回流香港作第二上市的中概股將以
科技股為主，他預料科技股仍是今年
的投資主題，不過科技股並不局限於
ATMX四隻股份。周翰宏續稱，除
互聯網科技類股外，值得留意的板塊
及主題包括A股相關金融類股、5G
生態圈相關股、綠色能源相關股等。

今年輪證成交料微升
衍生產品部署方面，周翰宏表示今年首月延
續去年年底強勢，投資環境適合以輪證部署，
並預期今年窩輪及牛熊證市場成交額較去年微
升，但估計窩輪及牛熊證總成交額佔大市成交
比例將輕微下降。至於個股窩輪及牛熊證，他
相信尤其是 ATMX 成交佔比及產品發行量則
繼續上升。

「盈富基金自二零二
一年一月十四日起
將恢復對屬於恒生
指數成份股公司的
受制裁實體進行投
資。」

特朗普「立最後一功」拆華爾街百年招牌
�
/=● 特朗普任

期倒數階段仍
然任性妄為，
累美國金融機
構賠上百年招
牌。資料圖片

法興：制裁事件無礙港輪證市場

●● 法興陳其志法興陳其志（（中中））指指，，美國制裁美國制裁
事件對本港窩輪產品市場選擇不會有事件對本港窩輪產品市場選擇不會有
太大影響太大影響。。右為周翰宏右為周翰宏。。

道富環球：

●金管局指，道富事件雖未有對盈富基金投資者造成實質影響，但卻造成不必要混亂，未來
會繼續注視相關事情的發展。 資料圖片

道富環球昨傍晚
突然出公告

盈富基金之經理人－道富環球投資管理
亞洲有限公司本周一發公告，宣布自

1月11日不對受美制裁的中資股進行任何
新投資後，在市場掀起大波，各方都要求
更換盈富的管理人。正當市場預期道富環
球將要被撤換之時，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
洲昨日傍晚突然宣布，今日起將恢復投資
受美國制裁的中資股，即當中包括中移動
(0941)、聯通(0762)及中海油(0883)，通告
補充，根據行政命令，盈富基金不再適合
美國人士投資，籲請美國投資者留意。

金管局：續留意事情發展
金管局發言人昨表示，局方留意到道富
環球過去數天的公告，雖然未有對盈富基
金投資者造成實質影響，但卻對市場造成
不必要的混亂。
金管局一直和盈富基金監督委員會及道
富環球緊密溝通及跟進事件。又指金管局
知悉最新發展，未來會繼續注視相關事情

的發展。

搞清楚道富環球是亞洲公司
道富不到三日極速反口，據市場消息指

出，道富份屬美資行，故美國頒布禁令
後，道富需要遵從，但周一公布遵從美國
禁令後，令其備受壓力。道富經多番評估
後，發現「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是一
家亞洲的有限公司，而盈富基金也是亞洲
基金，因此根據美國有關行政命令及其內
部政策詮釋，盈富基金及道富環球投資管
理亞洲，都不符合「美國人」的定義，所
以不受禁令影響。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是不是「美國

人」，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根據前年盈富
基金的補充銷售文件，道富環球投資管理
亞洲是這樣介紹自己的：「經理人為
State Street Corporation間接擁有之全資
附屬公司。State Street Corporation是一
家美國的銀行控股公司，其股份在紐約證

券交易所買賣。State Street Corporation
之投資部門道富環球投資管理為全球最大
的投資經理人之一……經理人之董事為
James Keith MacNevin、Kevin David An-
derson、June Wong及Louis Anthony Bos-
cia。」銷售文件還介紹，盈富基金的信託
人美國道富銀行，乃State Street Corpora-
tion之全資附屬公司。
市場亦關注早前宣布下架484隻「禁令

股」衍生產品的高盛、摩根士丹利及摩根
大通，會否以同樣理由重返相關中資股的
輪證市場。

挫投資信心 MPF擬「轉會」
作為「全球最大的投資經理人之一」的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重演美國紐交所的反
口荒誕鬧劇，禍源自是特朗普的任意妄為
而起，但美資大行盲目配合，賠上多年建
立的聲譽，卻不值得同情。因為其愚行也
嚴重擾亂了市場，早前多隻受制裁股份股

價劇跌，也令投資者損失慘重。
美資大行話變就變，也嚇怕了投資者，

也會令資金離棄它們。市場多個知名股評
人都提出，盈富基金監督委員會應該考慮
將盈富交由非美資行來處理。亦有MPF
的營運商直言，可能考慮改用其他直接緊
盯恒指回報的基金產品。

盈富基金現為香港規模最大的股票
ETF，最新市值約1,040億元。該基金多
年以管理費、經常性開支低廉見稱，經常
性開支約0.1%，一直為香港市場收費最
低的ETF之一。若只計管理費、信託人費
用，道富環球從盈富基金每年收費約
6,50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