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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表示，是次收購將通過增加
融匯通金註冊資本的方式完成，若交易
完成，金證股份在融匯通金的股權佔比
將由目前的60%降至29.4%，寧波眾創
的 股 權 佔 比 則 由 目 前 的 40% 降 至
19.6%。現時交易有待簽署正式交易協
議，各方預期在2019年第二季完成交
易。

港交所表示，是次收購將受益於融
匯通金的完善網絡及技術能力，以配合
公司未來的科技戰略規劃，開拓新市場
和客戶群。

金證股份則表示，未來將與港交所
整合雙方在金融科技、行業經驗等方面
的資源，提升公司的整體服務能力和綜
合競爭實力，推動公司“回歸金融IT”
戰略和走出去的實施；並可為公司開拓
海外金融科技市場奠定基礎，有助於公
司引入專業的國際金融科技業務，管理
人才及加快國際金融科技業務的獨立運
營、推廣，有利於實現公司整體利益最
大化，契合公司戰略發展目標。

根據融匯通金網站顯示，公司先後
為一行兩會為首的中央金融監管單位、
會管機構、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承建眾多

金融監管系統，並長期致力於對國內外
金融監管政策、監管趨勢的研究。在上
游監管上，公司與各級監管單位廣泛合
作，提供全面、高效、智能的監管資訊
化解決方案；在下游監管對象上，幫助
各類金融機構、類金融機構實現合規、
準確、高效的監管數據報送、經營數據
管理、數據資產價值挖掘。

另外，通告顯示，融匯通金去年收
入為5,632萬元人民幣，淨利潤為1,273
萬元人民幣。

FinTech研發實力較強
根據港交所提供的資料，融匯通金

現有員工約200名，在金融科技服務方
面擁有較強的研發實力，投資融匯通金
將有助於香港交易所減少對第三方供應
商的倚賴、管理開發成本和降低項目執
行風險。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
示，近年港交所一直有意在科技上發
展，包括成立創新實驗室。他指出，港
交所選擇收購公司，可能是研發時發現
成本過高，反而來不及收購容易及成本
低，並認為港交所在科技上的投入，將
可降低成本，有利日後業務表現。

大公報記者 王嘉傑

港交所公佈，計劃收購金融科技公司融匯通金51%股權。融
匯通金為上交所上市的金證股份的子公司。不過，港交所未有公
布作價。據了解，融匯通金業務主要包括為交易所提供金融監管
領域的技術和數據應用等技術服務。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
示，期望透過與資訊科技領域合作，進一步增強港交所現有的技
術實力，拓展業務範圍，創造新的增長機遇。消息刺激港交所以
近全日高位收市，單日升1%至收報260港元。

港交所擬購深科企51%股權
冀藉融匯通金IT技術實力 助拓新業務

港交所於去年的年度計劃上表示有
意收購初創企業，以了解新科技的公
司。雖然最終入股的公司不稱得上是初
創企業，但亦可反映港交所希望透過科
技帶動未來增長。

過往港交所的業績主要是依靠大市
的成交額，若大市成交暢旺，港交所收
入會大大增加，反之當大市不景，大市
成交萎縮，港交所業績亦會大打折扣。
為擺脫有關魔咒，港交所最初打算發展
股票以外的業務，包括商品、定息產
品，以及人民幣產品，至去年漸漸發揮
功效。於2018年第三季，即使大市成交

額按季下跌，收入仍可按年上升。
除了擴闊收入來源外，港交所亦致

力控制成本，目前區塊鏈的應用愈來愈
普及，有關技術大大提高記錄資料的可
信度，可減少再確認資料的時間，對於
港交所平日記錄上市公司的股權變更、
每日結算，都有很大的幫助。

港交所作為監管機構，同時亦要面
對大量可疑交易，過往可能主要依賴市
場人士舉報，或是花大量人手去針對性
調查，而現時有意收購的公司是具有監
管報送平台，會有助整理市場上的公司
可疑活動，並自動生成報告，而這方面
可降低監管成本，其次是良好的監管可
有助提高中小企業的信用度，從而提高
有關企業的成交量，對港交所的業績亦
有利。

科技帶動增長 利好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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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分 析
大公報記者 王嘉傑

模擬投資組合資產配置
金融 36.0%

國家主權 20.7%

工業 3.3%

房地產 17.3%

科技 2.0%

基礎材料 2.7%

通訊 3.3%

消費 10.7%

能源 4.0%

類別分布 國家／地區分布

中國 54.7%

印尼 7.0%

印度 5.0%

日本 2.0%

韓國 5.3%

斯里蘭卡 2.7%

馬來西亞 6.3%

新加坡 3.3%

美國 2.7%

非洲 4.3%

卡塔爾 2.0%

其他 4.7%

模擬投資組合

註： *資料來源：

中銀香港資

產管理有限

公司，截至

上月7日

債券數

量

平均信
貸評級

平均存

續期

平均最
低孳息
率*

93

BBB

1.6年

5.47%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
全天候“一帶一路”基金簡介

首次公開發售日期

最低認購金額

基金成立日期

派息政策

基本貨幣

首次發售價

認購費

管理費

贖回費

2月21日至3月14日

1千美元、1萬港

元及1萬人民幣

3月14日

旨在每月派息

美元

10元

最多為3.0%

每年1.0%

無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左起）中銀固定收益首
席投資官阮卓斌，資管執行
總裁沈華，投資總監韓劍
秋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看好新興市場 中銀推帶路債券基金
【大公報訊】記者黃裕慶報道：美

聯儲對加息和“縮表”進程的言論偏向
“鴿派”，市場預期息口上升趨勢放
緩，令新興市場所受壓力減輕。中銀香
港資產管理（以下簡稱中銀資管）順勢
推出“全天候一帶一路債券基金”，冀
捕捉新興市場所帶來的投資機遇，入場
費為1,000美元或1萬港元或人民幣。此
外，中銀資管亦籌備推出以大灣區為主
題的基金，估計有望於下月推出。

去年由於美國持續加息帶動美元上
升，令新興市場的股債同時受壓，資金
由新興市場流向美元。

中銀資管執行總裁沈華表示，及至
今年初，市場對美聯儲的加息預期放
緩，短期而言利好新興市場。中長期而
言，他相對看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前景，主要是
當地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享有人口增
長、龐大基建需求和技術更新所帶來的
有利因素。

沿線債市總量達178萬億
對於基金已於去年5月獲批，但延

至本月才首次公開發售，沈華解釋，去
年的投資環境欠佳（因美元強勢），而
中銀資管的理念，是以較低風險為投資
者提供合理回報，又相信目前是適合時
機推出基金。首次公開發售日期為即日
（21日）起至3月14日。

顧名思義，“中銀香港全天候一帶
一路債券基金”主要投資於“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或在沿線
地區註冊成立或賺取大部分收益或有重
大業務或經濟活動的銀行或公司所發
行，或以有關地區的當地貨幣計價的債
券，冀於中至長期提供收入及資本增
值。截至去年底，“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債券市場總量達到22.7萬億美元。

根據模擬投資組合，基金的平均最
低孳息率為5.47厘，平均信貸評級為
“BBB”，即投資級別。以投資類別
計 ， 金 融 （ 佔 36% ） 和 國 家 主 權

（20.7%）佔最大比例；若以國家或地
區分布計，中國的佔比最大，達到
54.7%。

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拖累中國市場
表現，中銀資管投資總監韓劍秋表
示，市場已消化大部分消息，也憧憬
中美談判會比較順利，料其影響將逐
步減弱。從債券供應量着眼，中銀資管
固定收益首席投資官阮卓斌表示，預計
亞洲區新興市場的美元債發行量約為
2,000億美元，而到期贖回量則介乎1,900
至1,950億美元，意味債券淨發行量較過
去五年為低，為債券價格帶來支持。

一帶一路債券基金主要投資在美元
計價債券，而非美元債券的佔比約為
20%。

韓劍秋解釋，美聯儲加息步伐大
有機會放緩，美元大致保持穩定，而
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可望升值（例如印
度和印尼盧布，及人民幣在年初都錄
得反彈），故此以本地貨幣計價的債
券孳息率有機會高於美元，為投資者
帶來更高回報。因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公布，沈華表示中銀資管正籌
備推出以大灣區為主題的基金，現正等
候證監會審批，估計有望於下月推出。

【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報
道：深交所稱，將落實《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
要》）要求，發揮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
濟作用，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
展，包括提升服務科技創新能力，健全
完善基礎制度，豐富市場產品體系，推
進跨境金融服務創新，全力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深交所表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打造
國際領先創新資本形成中心是深交所建
設發展的核心目標。

深交所將緊密配合深圳市及大灣區
各地方政府，依託大灣區發展的蓬勃動
力，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升服務科
技創新能力，健全完善基礎制度，豐富
市場產品體系，推進跨境金融服務創
新，全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打
造一個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服務。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在深交所上
市的公司達458家，佔大灣區境內資本
市場上市公司的八成以上。

據深交所統計，粵港澳大灣區深市
上市公司具有高新技術企業佔比優於市
場平均水平、研發投入佔比高、效益走
在前列、社會貢獻高的四方面突出優
勢。

其中，深市2,100餘家上市公司
中，高新技術企業佔比約70%，珠三角
九市佔比約80%；深市戰略新興企業佔
比40%，而九市456家的上市公司中，
有50%是戰略新興企業；粵港澳大灣區
深市上市公司平均納稅額約3億元，高
於市場平均水平。

此外，深交所創新創業投融資服務
平台（V-Next平台）已覆蓋35個國家，
累計服務優秀科技企業項目近8,000
個，有力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地區跨境資本合作。

深交所推進科創
撐大灣區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