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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個半月已有17隻上市

本港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發展，一向落後於歐美市
場，但今年短短個半月，已有17隻ETF在港交所（00388）上
市，令在港上市的ETF產品增至101隻，表現相當活躍。港交

所交易科主管戴志堅昨表示，現時在港上市ETF產品合計管理的資產金額高達2000億元
，同時仍有不少ETF正申請在港掛牌，交易所亦接獲不少海外基金經理查詢。

本報記者 邵淑芬

據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的統計數字，2011年
香港ETF市場的成交金額是亞太區第二高，
平均每日成交逾22億元。戴志堅出席一家券
商 ETF 簡報會致辭時表示，自 1999 年首隻

ETF 產品上市後，至今掛牌的 ETF 產品共有 101 隻，
合計基金管理的資產金額高達2000億元，過去5年增
長 1 倍，產品總成交金額由 2000 年的 200 億元，上升
至去年超過5400億元。

續有產品申請港掛牌
他續稱，年初以來本港共有17隻ETF上市，今年

ETF產品的發展明顯較以往快，交易所一直鼓勵發行
商推出更多ETF產品，而本港市場對ETF產品有一定
需求及認受性。ETF產品優勢在於以最具成本效益的
方法，讓散戶進入亞洲或其他市場作投資，包括追蹤
當地的指數。他透露，現時有不少ETF正申請在港掛
牌，交易所亦接獲不少海外基金經理查詢。

目前本港 ETF 產品佔大市成交比重約 3%至 4%。
戴志堅指出，相對歐美市場，本港的比例依然偏低，
以美國為例，ETF 成交額佔大市超過 50%。被問及人
民幣ETF及其他人民幣產品的最新進展，他說，現時
有三分一股票經紀，已就人民幣交易準備就緒。另外
，人民幣期貨衍生產品測試在年初已開始進行，產品
上市時間表將取決於發行商意向。

平保一日推3隻ETF
平保（02318）旗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昨日一口氣

推出 3 隻全新交易所買賣基金，包括 「香港高息股
ETF」、 「香港中型股精選 ETF」及 「香港 50ETF」
，分別追蹤香港市場的高息股、具發展潛質的中型股
及以基本面價值，如收入、現金流及帳面價值等選取
股份。其中香港中型股精選ETF、香港高息股ETF更
為香港市場首創。

平保副首席投資管理兼平安資產管理香港董事長
陳德賢表示，由2007年至今，本港ETF資產平均每年
增長 20%至 22%，相信有關趨勢將會持續。平保未來
除繼續拓展本地第三方業務外，還積極開拓歐美等海
外機構投資者市場，吸引更多海外投資。他透露目前
已接到一些相關查詢。

他續稱，現時香港方面的第一方（本身保費收入
）資產管理規模約 300 億元，而第三方資產管理規模
則約30億元，公司未來將致力拓展第三方資產管理業
務。

被問及今年會否再推新ETF，平安資產管理香港
第三方資產管理事業部總經理張劍穎表示， 「平安中
港ETF系列」是集團的核心產品系列，未來將會持續
加大發展，同時正研究再推出新產品，亦會考慮推出
人民幣ETF，但未有透露詳情。

至於今年環球市況，平安資產管理香港執行董事
兼外幣投資部主管本睿（Benjamin Rudd）表示，預
期受歐債問題影響，環球市場將持續波動，但中國內
地及香港市場估值吸引，預期中長線表現正面。而人
民幣受惠於需求持續及國際化，對人民幣匯價走勢正
面。

驚人速速步

根

ETF資產2000億五年倍增
易亞投資管理昨日宣布，推出7隻亞洲新

興市場交易所指數的 ETF 產品。當中易亞韓
國 （03090） 、 馬 來 西 亞 （03029） 、 台 灣
（03089）及泰國（03069）今日掛牌買賣，而
易亞印度（03091）、印尼（03031）及菲律賓
（03037）將於下周二（21日）上市。易亞指
數投資主管蘇浩程透露，首批掛牌的4隻ETF

，已吸納4.4億元證券商認購資金。
易 亞 投 資 行 政 總 裁 杜 比

（Tobias Bland）表示，ETF 產品比
其他互惠基金更容易理解其操作，亦

具有如股票般的流動性，且具高透明度及交易成本較低，投
資者對易亞支付的費用比率低至0.39%。投資者除可對易亞
ETF進行基本的買賣，還可進行沽空交易。

蘇浩程表示，是次推出的7隻ETF產品，每個基本單位
訂價為8元，每300基金單位為1手，入場費低至2400元。
他稱，近期不少外圍資金流入亞洲新興市場，由於新興國家
普遍盈餘，加上人口平均年齡較年輕，未來經濟前景具吸引
力。此外，易亞未來會繼續推出其他資產類別產品，包括考
慮發行人民幣相關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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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港交所

以香港股份為相關資產

以海外股份為相關資產

以商品為相關資產

以債券為相關資產

以行業分類

貨幣市場相關

例子：盈富基金（02800）、恒生H股指數上市基金（02828）

例子：富時A50中國指數基金（02823）、領先環球ETF（02812）

例子：領先商品ETF（02809）、SPDR金ETF（02840）

例子：ABF香港創富債券指數基金（02819）、沛富基金（02821）

例子：未來資產TIGER標普國際消費品牌指數ETF（03056）、標智中證香
港上市內地地產指數基金（02839）

例子：dbx-trackersⅡ、澳元現金ETF（03026）

近日出台ETF簡介
上市日期

2月14日

2月15日

2月16日

2月21日

名稱

恒生人民幣黃金ETF（83168）

中國平安CSI香港高息股ETF（03070）

中國平安CSI香港中型股精選ETF（03072）

中國平安CSI RAFI香港50ETF（03098）

易亞韓國ETF（03090）

易亞馬來西亞ETF（03029）

易亞台灣ETF（03089）

易亞泰國ETF（03069）

易亞印度ETF（03091）

易亞印尼ETF（03031）

易亞菲律賓ETF（03037）

投資目標

投資倫敦黃金定盤價

投資於高股息回報的香港股份

投資於香港中型但增長潛力高的股份

以基本面價值選取股份

追蹤KOSPI200指數表現

追蹤富時馬來西亞洲交KLCI指數表現

追蹤TAIEX指數表現

追蹤SET50指數表現

追蹤標普CNX Nifty指數表現

追蹤LQ45指數表現

追蹤PSEi指數表現

Graff擬下季來港籌78億
港股昨大幅反彈，顯示市況回暖，來港上市的海外

公司，也陸續有來。據外電，英國鑽石商 Graff 擬今年
第二季來港上市，集資10億美元（約78億港幣）。而
今年以來亞洲市場集資額最高的新股加拿大陽光油砂
（02012），昨日舉行投資者推介會，據悉認購該股的
非加拿大居民，獲派息時需繳納 25%股息稅，與宏利
（00945）的25%相同。

陽光油砂下周一招股
而陽光油砂方面，據聯交所初步招股文件，由於仍

未開始商業化生產石油，公司過去一直未有錄得盈利，
料截至去年12月底止年度，將錄得不多於6870萬加元
的虧損。而今明兩年，公司資本開支達 3.51 億加元及
3.72億加元。截至去年9月底止，公司擁有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約1.23億加元。

該股擬於下周一（20 日）開始招股，有分析認為
，公司的資本開支大，何時產生盈利難以預料，加之投
資者不熟悉，可能吸引力不大。

雅虎阿里洽售資產陷僵局
外電引述消息報道，雅虎與阿里巴巴（01688）就

有關雅虎所持亞洲資產的談判陷於僵局，令這宗170億
美元免稅資產互換計劃出現變數。

報道指出，雅虎第二大股東，對沖基金ThirdPoint
經理 Daniel Loeb發動董事會代理權爭奪戰，要求派員
進入雅虎董事局，近日向美國證交會呈交文件，表明計
劃提名他本人、NBC Universal前行政總裁Jeff Zucker
和其餘兩人加入董事局。消息人士指出，雅虎在洽談到
了關鍵時刻，突然叫停了與阿里巴巴的商談。

森信擬擴產拓海外市場
森信紙業（00731）行政總裁李誠仁昨日表示，與

日本國際紙漿紙張株式會社（KKP）建立策略性聯盟後
，公司會利用 KKP 的國際分銷網絡開拓海外市場，另
外，也會藉此擴大產能，計劃在 18 個月內將產能翻
倍。

太古地產美拓綜合項目
太古地產（01972）昨宣布，計劃在美國佛羅里達

州邁阿密市，發展全新大型綜合發展項目，是次為公司
在該市首個綜合發展項目，亦屬當地最大的單一發展項
目，預計在第二季動工。太古地產行政總裁郭鵬表示，
邁阿密市的經濟受惠於鄰近南美國家的投資，增長潛力
強勁。

唯冠國際（00334）旗下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與蘋果公司就iPad在
中國註冊商標權的糾紛再度升級。唯冠科技近日向中國海關申請禁止蘋果
iPad的進出口，但該公司管理層昨日對路透表示，根據海關的回覆，因蘋果
產品的銷售市場太大，要禁止進出口蘋果iPad的難度較高，目前最好的解決
方案是進行庭外和解。受此案影響，唯冠國際自2010年8月2日開始停牌，
停牌前收報0.202港元。

據悉，自去年底，蘋果iPad因涉嫌 「商標侵權」被唯冠科技告上法庭，
並於一審敗訴後，中國已有9個省市、自治區近20家工商部門介入調查iPad
商標侵權案，一些地區銷售蘋果產品的櫃枱已下架iPad。本月29日有關iPad
商標權一案將在廣東高院第一法庭進行終審（即 「二審」），若維持一審的
原判，蘋果iPad在內地的銷售渠道將遭到全面封殺，同時，根據相關法律條
款，蘋果公司或將面臨最高超過3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罰款。

蘋果公司可能從未想到，只因其在商標專用權上的一時疏忽，竟造成其
風靡全球的iPad產品不能在全球第二大電子消費市場──中國進行順利銷售
。此事需追溯到2000年，唯冠台北公司在多個國家和地區註冊了iPad商標，
2001年，唯冠科技又在中國內地註冊了iPad商標的兩種類別。2009年蘋果公
司以3.5萬英鎊向唯冠台北公司買下多個市場的商標權。但當時蘋果公司卻

忽略了，中國內地的iPad商標，並不在唯冠台北公司手中，而是在
唯冠科技。

對此，業內律師認為，蘋果當年與唯冠台北公司簽署協議時，調查做
得不夠，讓唯冠科技鑽了空子。而從蘋果一方的辯解理由和證據看，確實
有硬傷，這個案子在二審翻過來的幾率很小。

蘋果發言人Carolyn Wu本周二表示，蘋果於幾年前在10個不同國家買
下了唯冠iPad商標的全球商標權，唯冠拒絕在中國履行與蘋果的協議。香港
法院在之前一起類似案件中支持蘋果。

其實，深圳唯冠科技如此高調爭奪iPad商標權事出有因。唯冠科技集團
自1989年創建於台北，1997年以唯冠國際的名義在香港上市。唯冠科技（深
圳）是唯冠國際全資子公司，曾是全球第四大平板顯示器製造商。2008年，
受金融風暴影響，該公司最大客戶寶麗來破產，造成其應收貨款未收回，從
而導致流動資金匱乏。2011年初，美國多家液晶屏生產企業提出反壟斷訴訟
，致使其必需支付巨額賠償。據其公告顯示，公司目前流動負債淨額已達
28.7億元，38億元貸款逾期未償還，對中國銀行等8家銀行的負債為1.8億美
元（約11.45億人民幣）。唯冠科技母公司唯冠國際已進入除牌階段。因此，
iPad商標權似乎已成為瀕臨倒閉的唯冠科技最後一根 「救命稻草」。

唯冠iPad商標權糾紛升級
本報記者 鄭立恒

滙控（00005）擬大舉進軍內地市場，行政總裁歐
智華日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大談拓展內地
的鴻圖大計，發展方式可能是將內地分行數目，由現
時的 110 間大幅增至 800 間，或者增持對交通銀行
（03328）的持股量。市場傳言交行擬配股籌集500億
元，滙控屆時可能增持。

歐智華表示，滙控目前持有交行約兩成股權，在
監管許可情況下，將會增持對交行的持股量。根據交
行2010年年報顯示，滙控持有交行18.63%權益，以H
股計算的話，持股量為40.42%。

他稱，同樣會考慮大幅開設在內地的分行數量，
惟無法估計，增設到 800 間分行所需的時間多長。
《金融時報》指出，滙豐香港行政總裁馮婉眉將會獲
委託負責監督整個增加內地分行的工作。惟該行暫時
未回應有關報道。歐智華指，未來大力拓展內地市場
時，馮婉眉會夥拍中國區行政總裁黃碧娟，一起大展

拳腳。
事實上，近年滙控內部已視馮婉眉為 「明日之星

」。歐智華早於1994年出掌亞太區財資業務時，就向
當時任職渣打的馮婉眉挖角。其後，馮婉眉一直負責
本港財資市場業務，去年底更成為首位女性出掌滙豐
香港區總裁職位。她曾在訪問中提及，覺得內地開放
改革步伐未有放慢，又指到2015年，在亞洲區內貿易
中，人民幣所佔的比重將大幅增加至五成，人民幣亦
會繼續升值。

對於滙控增持交行該途徑，市場一直傳言交行將
透過配股集資 500 億元，滙控有望趁此機會增持。據
悉，除了滙控，另外兩大主要股東，社保基金及中國
財政部均會認購，惟交行曾澄清指，並未發布相關消
息。

滙控及交行昨日隨大市造好，滙控收市報69.8 元
，升 1.9%，交行則升 2.1%，收報 6.2 元。

滙控擬內地分行增至800間

ETF

▲易亞投資行政總裁杜比

▲滙控擬大舉進軍內地市場，計劃把內地分行
數目，由現時的110間大幅增至800間，或者增
持對交通銀行的持股量

▲港交所交易科主管戴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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