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隻港股 ETF 產品中，與恒生指數掛鈎的 ETF
將由華夏基金發行，並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另一隻與國企 H 股指數掛鈎的 ETF 將由易
方達基金發行，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華

夏基金稱，華夏恒生 ETF 及聯接基金正式獲批，這將
是境內第一隻跨境ETF，其聯接基金更是境內第一隻可
以用美元日常交易的基金產品。華夏基金稱，華夏恒生
ETF的投資標的是香港恒生指數.HSI，其託管行為中國
銀行（03988），預計7月9日正式發行。

內地投資者可直接投資港股
華夏基金產品總監褚曉菲近日表示，首批跨境ETF

以香港市場為標的，主要是看重其良好的投資價值，能
夠與A股形成資產配置的有效互補；與歐美市場相比，
香港也是內地投資者相對熟悉的市場，投資者運用港股
ETF 能夠遊刃有餘。褚曉菲稱，華夏基金自 2007 年就
開始了港股ETF的開發工作，經過近5年的準備，華夏
恒生 ETF 終於獲批，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誌
着內地投資人直接投資港股的大門正式敞開。

香港證監會歡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兩隻
港股組合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港股ETF）分別在上
、深交易所上市。這兩隻 ETF 透過直接投資於港股來
追蹤本港的兩大股票指數的表現。證監會表示，三隻跨
境 ETF 鞏固兩地資本市場合作，為兩地投資者提供跨
境投資途徑。

證監會主席方正稱，港股 ETF 獲批，是落實《內
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補充協議六及七相關措施的重要里程碑。港股 ETF 為
有意投資於香港證券市場的內地投資者開闢了另一個新
途徑，同時鞏固兩地資本市場之間的相互合作。

恒生指數公司稱，新增兩隻ETF後，全球共有6隻
與恒生指數掛鈎的 ETF，總資產管理規模超過 98 億美
元；另外，全球將有7隻ETF及1隻上市開放式基金與
H 股指數掛鈎，總資產管理規模超過 34 億美元。恒生
指數公司董事兼總經理關永盛稱，由於內地市場擁有很
大潛力，會繼續尋找機會，授權發行更多指數掛鈎產品
。同時亦會擴充指數系列以滿足內地投資者的需求。

同時，本港證監會亦於同日認可全球首隻人民幣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簡稱RQFII）A股ETF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RQFII A股ETF的基金經理可運用地監管當
局所批出的 RQFII 投資額度，將在中國境外籌集的人
民幣資金，直接投資於A股的投資組合，來追蹤相關A
股指數的表現。

證監會副行政總裁兼政策、中國事務及投資產品部
執行董事張灼華表示，RQFII A股ETF擴闊目前香港
的人民幣投資產品種類，為香港投資者提供多一個投資
A股的途徑。她提醒，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應細
閱有關的銷售文件，包括產品資料概要，以全面了解產
品的運作方式和相關風險。投資者如有疑問，可向中介
人查詢。

兩

港股半年升5.4% 跑輸印星

滬港深交易所互推指數產品指數產品

首三隻港股和A股ETFTF獲批獲批
中央日前推出六項挺港措施，其中包括推動內地和香港交易所的ETF產品互掛。中

國證監會昨天即批准首兩隻港股組合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港股ETF），分別在滬深
交易所上市；同時本港證監會亦認可全球首隻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A股
ETF在港交所上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歡迎中證監批准兩家基金公司在內地推出
港股ETF，並指出該措施有助內地投資者間接參與香港證券市場，進一步加強香港與內
地資本市場的互動與聯繫。

本報記者 房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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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表現最佳藍籌股
股 份

騰訊（00700）

新世界發展（00017）

中國海外（00688）

中銀香港（02388）

華潤置地（01109）

五大表現最差藍籌股
股 份

聯通（00762）

中煤能源（01898）

中國神華（01088）

中信泰富（00267）

康師傅（00322）

五大表現最佳國企股
股 份

華能國際（00902）

中鐵（00390）

山東威高（01066）

平保（02318）

中聯重科（01157）

五大表現最差國企股
股 份

中興通訊（00763）

兗州煤業（01171）

中煤能源（01898）

中電信（00728）

國航（00753）

累積變幅

+44.8%

+44.0%

+38.5%

+28.3%

+26.6%

累積變幅

-40.3%

-24.3%

-19.7%

-16.4%

-16.0%

累積變幅

+40.9%

+32.5%

+22.2%

+20.5%

+17.1%

累積變幅

-38.6%

-27.7%

-24.3%

-23.8%

-20.9%

香港回歸 15 周年前夕，中央 「大禮」源源不
絕，繼港深滬交易所聯手合作跨境人民幣產品，昨
日再開通港股ETF，配合歐盟峰會通過短期穩定措
施，多個利好因素刺激下，港股單日抽高416點，
收報 19441 點。總結 2012 年上半年，港股累積升
1007 點，升幅達 5.5%，跑輸印度和新加坡股市。
騰訊（00700）進帳近 45%，成為 「大贏家」，相
反，表現最差的聯通（00762），跌幅達四成。

國企指數升238點
恒指在上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以紅盤高收迎

接回歸 15 周年，在內外因素齊齊發功下，恒指高
見 19510 點，收報 19441 點，升 416 點或 2.2%，國
企指數升 238 點或 2.6%，報 9574 點，主板成交額
增至508億元。

騰 訊 在 上 半 年 獨 領 風 騷 ， 5 月 份 趁 美 國
facebook上市效應刺激下，騰訊股價直逼250元關
口，造就科網股神話。埋單計數，騰訊累積升近
45%，是49隻藍籌股中的贏家。緊隨在後是新世界

發展（00017），半年累計升43%。
2011 年上半年成為藍籌贏家的聯通，以擁有

蘋果iPhone銷售權為王牌，惟對手中電信（00728
）加入 iPhone 銷售行列，加上市場競爭掀起的減
價戰，低價搶客效益未現，聯通今年上半年成為輸
家，累積下挫超過40%。

雖港股經歷 「五窮」，但未有應驗 「六絕」，
6 月份收復部分失地，累積升 811 點，7 月份能否
進一步出現「七翻身」，仍然繫於歐債問題的發展。

海通國際環球投資策略部副總裁郭家耀表示，
雖然歐盟峰會落實多項救市措施，暫時紓緩歐債問
題，但後市關鍵在於德國會否讓步，以及希臘和西
班牙拯救進度等，均會影響環球股市的氣氛。他指
出，7 月份港股形勢將審慎樂觀，畢竟恒指經過 5
月及6月的調整，恒指有望重上兩萬點以上。

另外，雨潤食品（01068）刊發澄清公告，否
認帳目失實或資金被擅自挪用，強調有關指控，是
毫無根據和憑空捏造。該股昨日反彈 4%至 6.84 元
高位，收報6.75元，升3.7%。

全球主要市場上半年表現

歐美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西班牙

希臘

亞洲區

日本

香港

韓國

泰國

新加坡

印度

註：歐美股市截至昨日中段時間表現

昨日收市

12775

5576

3139

6316

6919

607

9006

19441

1854

1172

2878

17429

半年升／跌幅

+4.5%

+0.0%

-0.6%

+7.0%

-19.2%

-10.6%

+6.5%

+5.4%

+1.5%

+14.3%

+8.7%

+12.7%

面對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同時憂慮中國經濟出現 「硬着
陸」，過去半年國企指數跑輸大市，累積跌 361 點，跌幅達
3.6%。幸而國企指數昨日跟隨大市向上，收市升238點或2.6%
，收報9574點，稍緩國企指數上半年的跌幅。

國企指數上半年走勢反覆，踏入 2012 年迎來 「開門紅」
，首兩個月累積升1665點，在內地政府工作報告上，總理溫
家寶下調今年經濟預測，首次放棄 「保八」，令國企股受壓，
3 月份累積跌 962 點，經過 4 月份稍為回氣，憂慮內地經濟增
長放緩成為調整藉口，5月及6月累積下挫1506點，應驗 「五
窮六絕」。

綜觀一眾國企成份股，最標青的是受惠煤炭價格下跌的電
力股，加上內地減息有助減輕財務成本，市場亦憧憬上調電費
。華能國際（00902）跑贏同業，上半年股價累積升近 41%，
昨日更升至5.84元逾一年高位，收市升2.5%至5.82元。

不過，要數表現最差莫過於中興通訊（00763），面對電
訊行業競爭激烈，營運商發動的減價戰，把減價壓力轉移至設
備商，加上被歐盟控告傾銷，復遭美國國會調查可能從事網絡
間諜活動，該股上半年累積跌38.6%，成為國企指數成份股的
「大輸家」。

國指半年落後大市跌3.6%

上半年本港新股市場較去年同期無論是宗數還是集資額都
有所倒退，根據彭博數據，截至昨日共有 31 宗已掛牌的 IPO
，按年減 11%，另有 3 宗已宣布撤銷或延後；集資總額為約
294億元，按年瀉72%。但短炒而言也不是全無着數，以昨日
截止完成上市的 32 宗新股首日收市回報計，多達 20 宗，即
62.5%錄得正回報。

根據本報統計，上半年新股集資額最高的是內地第二大證
券商海通證券，集資淨額125億元，一力獨撐佔去上半年所有
新股集資淨額的266.56億元的47%；最 「迷你」的新股則是中
國融保金融（08090），集資淨額僅0.25億元，但 「細細粒易
炒上」，該股也是上半年的 「一手賺錢王」，首日收市飆升
59%，一手不計手續費賺1650元。首日跌最多的則是中國城市
軌道科技（08240），首日大跌27%，一手不計手續費虧1080
元。

上半年新股公開發售有接近四成認購不足，最受歡迎的必
瘦站（01830）公開發售超額 32 倍，與去年米蘭站（01150）
超購2179倍的盛況，可謂天壤之別。但或許因為新股定價趨
於保守，多達18宗即64%為低於10倍市盈率定價，總體而言
，新股首日掛牌表現並非一片愁雲慘霧，不計介紹上市的太古
地產（01972），首日收市共有 20 宗，即 62.5%帳面錄得正回
報，5宗無升跌，6宗帳面錄得負回報。

至於截至昨日，31宗新股股價則有16宗企於招股價之上
，12宗跌破招股價，3宗無升跌。累計表現最好的仍是中國融
保金融，累升 135.71%，累計跌幅最大的則是西王特鋼
（01266），累跌52.08%。

IPO半年集資294億

歐盟就多項救市方案達成共識，為環球股市上半年最後一個
交易日沖喜，除港股大漲逾2%，亞太區股市普遍升超過1%；歐
洲多個市場中段升逾2%。整體而言，亞洲及美國股市在上半年
表現較佳，震央的歐洲就相形失色，其間西班牙股市累跌19%，
比希臘更差。

經歷 「五窮月」後，環球股市在六月份反覆靠穩，收復部分
在五月的失地。亞洲區方面，以泰國股市表現最突出，跑贏區內
其餘市場，今年首六個月累升14.3%%；金磚五國的印度股市，
上半年累升12.7%，但由於印度盧比期內大幅貶值的緣故，故扣
除匯價因素，升幅 「水瓜打狗」掉了一節，只有7.2%。

至於歐洲方面，既然是今次金融債務震央，區內股市表現自
然差勁。再陷經濟衰退的英國，富時100指數以昨日股市交易中
段計，上半年升幅是零，基本沒升又沒跌。作為歐洲火車頭的德
國，期內股市累升7%。震央希臘股市上半年表現比預期的理想
。雖然經歷在組成政府觸礁，但股市累計跌幅才10%，而單單在
6月份，指數反彈逾15%。歐債新焦點的西班牙，上半年股市回
落19%，6月份單月上升11%。

美股早段跟隨外圍回升，道指曾見 12775 點，升超過 1%，
而上半年則累升4.5%。

環球股市六月反覆靠穩

港股ETF表
基金名稱

華夏恒生ETF及聯接基金

易方達恒生中國企業ETF及
聯接基金

首隻RQFII的A股ETF

目標對象

與恒生指數掛鈎

與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掛鈎

追蹤相關A股指數表現

發行機構

華夏基金

易方達基金

待定

上市地點

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港交所

▲國企指數
昨日跟隨大
市向上，收
市升238點
或 2.6% ，
收 報 9574
點

▲多個利好因素刺激下，港股單日抽高
416點，收報19441點

▲ 總結上半年，港股累積升1007點，升
幅達5.5%，跑贏亞太區主要股市

▲

兩隻港股ETF獲准
在滬深交易所上市

▲

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