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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自由人1—買股收息10S大計》出版之後，反應很好，連續多個

月都成為暢銷書榜上的一員，也掀起投資者學習投資之道的熱忱，而不

是停留在問「號碼」的階段。《富足自由人1—買股收息10S大計》講

的是投資理念和理財哲學，很多例子是來自我的投資經驗。寫該書的時

候，自然是假設讀者們已經有一定的基本投資知識，至少對一些投資界

慣用的名詞和分析方法有所認識。

我了解到，市場上很多初學投資的人認為股市太複雜，一聽見財經詞彙

就頭痛。不過，要學會投資，還需要一些基本知識，基本知識就是指要

對一些投資的專有名詞有所認識。於是，我決定於推出樓市新書前，先

寫這本《富足自由人2—活用108個投資關鍵詞》，目的是讓讀者打好

基本功，進而善用有效的應市策略，這樣便能無懼股市的風浪，最終達

至財務上真正的富足與自由。

今天的社會資訊泛濫，我們想了解任何一個名詞的定義易如反掌，只要

在網上「谷歌」、「百度」一下便可。但是，資訊泛濫所帶來的問題，是

如何在浩如煙海的資訊中篩選出有用的資料。面對資訊過多時，我們要

懂得選擇，更重要的是：單單理解一個投資名詞的定義是不夠的，我們

需要了解該名詞所代表的分析方法、應用該知識，以及能以實際例子與

其代表的現象做出比較。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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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技術分析為例，如果你只明白何謂「移動平均線」、只明白何謂「相

對強弱指數」，那是不夠的，因為你仍然不知道如何應用，或何時應

用。此外，各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不一定全部得到同樣的分析結果，面

對如此眾多的資訊，又該如何取捨？這是網上海量的免費資訊所無法提

供的答案。在這本書中，我以多年的實戰經驗與研究成果，援引實例補

充了網上免費資訊的不足。

因此，讀了這本書，就相等於上了股市投資的第一課，了解基本知識的

第一課。

深層解讀 知者無懼 
這本書中，我們收集了一百零八個投資名詞，其中一些名詞本身，已代

表一種分析法，故此書也可以當成基本分析，或技術分析的入門書籍。

為了方便閱讀，我們把一百零八個名詞分為六個章節，大家不妨順序由

第一章開始，讀完這本書後，相信你已經有能力閱讀任何投資書籍，及

報章雜誌上的投資專欄文章，不會再為一些古怪、故扮高深的名詞如

「引伸波幅」、「烏雲蓋頂」等等所嚇倒。

本書不會簡單的告訴你，市盈率（P/E）的定義就是股價（Price）除以每

股盈利（Earnings）所得出的一個比例，這樣的解釋你學不到甚麼東西，

要真正了解市盈率的特性，就得明白為甚麼有些股票的市盈率長期偏

低，另一些則長期維持偏高水平;本書也會告訴你為甚麼上海股市的平

均市盈率比香港高，深圳創業版的市盈率更高。還有，同一隻股份，A

股與H股有不同的市盈率；我們也不會簡單的說市盈率高就一定不好，

市盈率低就一定好，市盈率到底多高或多低才算好？

很明顯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市盈率高是不好，市盈率低就是好，有

沒有想過市盈率到底多高才算高？對於一些增長快速的股份，投資者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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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兩三年後，這些企業每股所能賺到的錢可能翻了一番，因此，今日才

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以高市盈率來買入股份。相反地，如果投資者認

為某隻股份的賺錢能力並不穩定，時高時低，他就不會願意付出高價

了，使到這隻股份的市盈率偏低。另外，每當銀行利率上升或下跌時，

投資者都會比較購買股票與存錢在銀行的風險與回報，然後決定將資金

留在儲蓄戶口好，還是入市投資好。所以在不同時期、不同利率水平情

況下，市盈率都不一樣。

本書也不會簡單的只告訴你甚麼是引伸波幅，同時會告訴你窩輪發行商

如何「計算」出所謂的引伸波幅，讓你明白，為甚麼有時你買認購證，

正股股價上升而窩輪價格卻不跟隨的原因。

數據背後 隱藏機會 
本書第一章的總題綱是「讀懂中港市場」，這是投資者所需要的最基本

知識，由認識不同的指數開始，逐步了解市場狀況，然後知道何謂「基

金」等等。也許，你認為這些名詞你都認識，但我仍建議你讀一遍，因

為除了名詞解釋外，我也做了一些評論。

無可置疑，中港融合是未來的大方向，特別是在金融的層面上，因此如

果你要投資股市，就不能不了解甚麼是「滬港通」、「基金互認」，也要

對新興的投資主題例如「互聯網+」、「一帶一路」有所認識。內地的投

資生態與香港差別太大，要成功在中港股市賺取豐厚回報，也必先要理

解「政策市」、「A、H股差價」這些現象代表甚麼含意。

本書的第二章與第三章，收集的都是一些分析方法。第二章是基本分

析，第三章是技術分析，因此，你也可以將這兩章視為分析方法的課

本。在介紹各個相關名詞的時候，我盡可能加入大量的例子，以幫助大 

家掌握內容，不過，之後你也許又會問：甚麼時候該用甚麼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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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談談基本分析。這是一般證券行分析員的基本功，不懂基

本分析者，根本不可能當分析員；這也是基金經理選股的必要過程，一

般大型基金會將資金分給多位不同的經理負責，基金經理的每一個決定

都必須寫報告，告訴上司他為甚麼做這個決定。此與銀行貸款經理借錢

給客戶時，也要寫報告解釋為甚麼借錢給某某人，為同一個道理。要寫

報告，就必須有一定的理據、數據來支持自己的決定，基本分析的各種

數據就成了基本要求。一些基金甚至會白紙黑字的規定各種數據的上下

限，比方說，市盈率不可超過多少倍、市盈率與增長比率數據不可超過 

某個比例，還有，資產負債比率不可超過某個比率…… 

對初學者而言，特別是一般的小股民，當然沒有必要花太多時間來做這

一類的計算。一個比較簡單的解決方法是，向證券行或資產管理公司索

取分析員的報告。由於基本分析所用的數據，一般來自上市企業的年

報，而這些都是歷史資料，所以，一些大型證券行會聘用分析員，收集

有關上市企業的各種營業成本的數據，並預先估計將來的數據。此外，

每逢有大型上市企業公布業績前，傳媒也會刊登多家大證券行對該上市

企業的業績預測。當然，這些估計可以是正確的，也可以是錯誤的。

不過，要留意的是，一般基金經理對所管理的基金投資組合，其股份組成

是有一個標準的，達不到標準的股票就會遭到拋售。基金的拋售股份，股

價被大幅壓低，風險卻也相對低了。因此，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說，資產負

債比率超過某個水平的股份，就一定不可以持有，如果該股的股價夠低，

與每股資產淨值出現大幅折讓，持有該股的風險也不高。相反，這可以說

是一個機會，因為不利的因素，已經過度反映在低股價上。

在這兩個章節，我會以不同的股票實例來解釋財經名詞，這些都是財經

報章新聞常有報導、大家耳熟能詳的股份，讀起來會更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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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門秘技 曾氏通道 
第三章的技術分析，相信大家會更加熟悉，因為大量的技術分析名詞和

數據，天天在各大媒體出現，電台及電視台的財經名嘴更喜歡賣弄「烏

雲蓋頂」、「身懷六甲」、「頭肩頂」等名詞。大部分的散戶只對短期投機

有興趣，而這類數據捕捉的，正正就是股市在短時間內的可能走勢。

當然，技術分析並非單單分析短期走勢，它也可分析長期走勢，如道氏

理論是百年前的產物，至今依然正確。它所討論的就是長達數年的整個

周期，從牛市到熊市，周期短則兩年，長則六、七年，甚至更長。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本書中我特別加入了自創的「曾氏通道」，詳細介

紹其原理和製作方法，以及如何應用等。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依樣畫葫

蘆，創造出適合你自己的「通道」，幫助自己判斷出入市的時機。

雖然我認為「曾氏通道」至今而言依然有不成熟之處，不過，歷史不會

說謊，以往根據「曾氏通道」，在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七年、二千年及

二○○七年四次顯示的見頂訊號很準確，而在一九九八年、二○○三年

及二○○八年見底的訊號也很準確。

免於沉迷 勿當鴕鳥 
在香港，許多業餘的「分析員」因為自信對數學有一定的認識，因此非

常沉迷於各種各樣的技術分析方法。研究興趣是好事，但過分沉迷就不

正確了，因為技術分析只考慮股價和成交量，是一種利用統計學來衡量

人的心理變化的技術，但不考慮整體經濟，也不考慮企業的基本因素，

始終是不足夠的。在各種各樣的分析中，以波浪理論最容易令人走火入

魔，尤其波浪理論的「浪中有浪」概念，使某些人致力去分析每一天、

每一分鐘的走勢，那是太過沉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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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了第二章及第三章的基本分析與技術分析法後，我們進入第四章，

那是「看透大戶財技」。這一章，我們收集了一些大戶「造市」的財技讓

你參考，水能覆舟，亦能載舟，如果你明白大戶使用的財技，實際上

你還可以利用大戶的舉動為你賺錢，乘搭大戶的順風車。特別在股市熾 

熱、雞犬皆升之時，仙股變身的技術，你不能不懂，這是你自保與進攻

的技能。

第五章是應市理論。前文提到，如果你不懂得在不同的時候，採用不同

的應市方法，又或者如果你的理財方法、資產分配的策略錯誤，正確捕

捉五次投資機會所帶來的利潤，都可能在最後一次失敗中輸光。所以，

應市策略是重要的。這是你的長期投資過程中，一步步地達到小富之道

的策略，你應該好好的閱讀，選擇適合你的投資方法。

最後一章，我們將介紹各種各樣衍生工具。衍生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可

以助你擴大資金的投機能力，也可令人一沉不起。你也許有興趣於衍生

工具的投機，也許沒興趣，但就算你沒興趣，你也應該對之有所認識。

因為全球股市、匯市等各種各樣的金融市場裡，衍生工具所佔的比重都

在快速增長中，你不賭，別人也代你賭。衍生工具已經倒過來影響正股

的價格、影響匯價，甚至影響經濟，所以你不能不懂。

熟悉我的讀者應該都知道，我經常提醒小投資者特別是年輕人，未有

本錢的時候應該先投資在自己身上，而「學習」就是其中一種投資。無

論是身處難得一遇的大牛市，還是處於愁雲慘霧的金融危機當中，只

要我們學好正確的投資知識，調整心態，我相信：機會，永遠站在你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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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一五年五月底，香港共有一千七百八十四間上市公司，其中

一千五百七十一間於主板上市。

不過，股海茫茫，個別股份有升有跌，投資者如何得知大方向？因應市

場所需，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恒生銀行旗下的恒指服務公司趁當時股市

大旺，乘勢推出追蹤港股的指數，名為恒生指數。

恒生指數以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為基點，即一百點；到指數真正推

出時，是一百五十八點；今日，已升至二萬七千點以上。換言之，港股

在這五十一年間，增長超過二百六十倍，如果計及股息，累積升幅更逾

六百倍。

放眼世界，恒生指數應該是全球主要股市中增長最快的。試想一想，美

國道瓊斯指數以一八九七年為基點，即一百點，目前約一萬七千點，以

超過一百年時間，才增長一百六十九倍。

為甚麼恒生指數的升幅如此可觀？唯一的答案是，香港的經濟增長特別

好，加上遇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港上市企業賺錢，股價自然上升。

投資戰略的第一件事，就是選擇投資的地點，而無疑香港是首選。

最初，恒指只有三十隻成分股，連同新近入選的領匯（0823），至今已

增至五十隻。要成為恒指成分股，股份必須以香港主板市場為第一上市

地、市值及成交額名列前茅、上市滿兩年，且財政狀況穩健。譬如說，

宏利（0945）市值雖近二千九百億元，但因在美加市場作第一上市，故

001 恒生指數
Hang Sen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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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緣入選。惟隨著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來港上市，動輒佔大市成交額逾

六成，市場漸有批評說恒指欠缺代表性。所以，恒指自二○○六年中

起，開始分階段改革，包括納入全流通的國企股在內，率先獲選的是建

設銀行（0939），直至現在中國銀行（3988）、工商銀行（1398）等也早

已染藍，大型國企已佔恒指半壁江山。

整個恒指遊戲玩法，自改革後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恒指以加權平均

計算，現在則加入流通系數和上限比重，新計法如下：

現時指數 =  × 上日收市指數
Σ（現時股價 × 股數 × 流通系數 × 比重上限系數）

Σ（上日收市股價 × 股數 × 流通系數 × 比重上限系數）

所謂流通系數，簡單來說，就是不計大股東持股，和逾半成的董事、互

控公司或有鎖定期限制的股權。因此沒有大股東或其持股未逾三成的太

古（0019）和港交所（0388），流通系數均是百分之百。以前，市值愈

大的股份，影響力便愈大，所以佔大市比重達四、五成的滙控（0005）

和中移動（0941），便主宰指數浮沉。恒指改革後，所有股份的比重，

上限為一成半，成分股數目則最多五十隻。

世界上有不少基金都與指數掛鈎的，即基金的成分比例與指數一模一

樣。因此，每逢有恒生指數成分股遭剔除時，這些指數基金就會賣清手

上的有關股票，同樣道理，指數基金也會依比例買入被納入指數的成分

股新貴。

恒指服務公司 (www.hsi.com.hk) 

簡介：免費提供即時指數，投資者可了解指數的計算程式和成分股的挑選原

則，還可查閱歷年的成分股變化、有關的流通系數和比重、指數市盈率，以

及股息累計指數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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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 
恒生中國H股金融行業指數
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 / 
Hang Seng China H-Financials Index

002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俗稱國企指數或H股指數，其實早於一九九四年推

出，但當時市場焦點在紅籌，直至二千年前後，國企才受到市場關注。

國企指數的作用，旨在反映所有在港上市的中國企業（H股）表現。故

此市值巨大兼為恒生綜合指數成分股的H股，可同時成為國企指數的

成分股，現有四十隻。其基準日為二○○○年一月三日，以二千點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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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即是說，十五年來國企價值翻了逾六倍。單計二○一五年首四個

月，升幅已達兩成。

當年一眾國企股中，又以「五行三保」，即工行（1398）、中行（3988）、

建行（0939）、交行（3328）、招行（3968），國壽（2628）、平保

（2318）及中國財險（2328），最為市場寵愛。各大金融機構遂要求一個

量度H股票表現的指標，好方便他們推出掛鈎票據、窩輪及期貨等衍生

產品。

二○○六年十一月下旬，恒指服務公司順應市場所需，在國企指數中挑

出「五行三保」，另設H股金融行業指數，以二○○四年三月五日為基

準日，基點為五○三三，發展至今天已有二十五間公司被納入指數。與

改革後的恒指一樣，國企指數和H股金融行業指數的編製，亦以流通市

值調整計算。

隨著愈來愈多中國公司同時擁有A股及H股的上市地位，恒指服務公司

於二○○七年七月推出恒生AH股溢價指數，以反映A股及H股間的差

價，目前指數成分股數目共五十九隻。

報價王 (www.quotepower.com)

簡介：提供免費的延遲報價服務，包括國企指數即市圖、個別成分股的股價

和圖表、以及相關的新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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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MSCI明晟香港指數 
MSCI Hong Kong Index

恒生指數雖然廣為人所熟悉，但其實還有很多指數可反映香港股市的整

體表現，例如MSCI明晟香港指數（前稱摩根士丹利香港指數，俗稱大

摩香港指數，於二○一一年易名）、標普香港大型股指數及新華富時香

港指數等。

近年，恒生指數常為基金經理所詬病，嫌它僅涵蓋總市值不足七成，未

能反映大市的真實情況，所以不少香港基金，都選以MSCI明晟香港指

數為比較指標。譬如說，投資研究機構Morningstar在給予一些香港股

票基金一個星號評級，或報告歷年表現時，便用了MSCI明晟香港指數

作為比較基準。

不過，MSCI明晟香港指數選取成分股的準則與恒指不同，譬如說，

該指數並不納入恒指重磅股滙控（0005），因為基本上它是一間英國註

冊的公司。同樣道理，指數的成分股內，也沒有中行（3988）、工行

（1398）等紅籌國企，因為它們歸於其中國指數內。

MSCI明晟香港指數的特色在於，其成分股須涵蓋每個行業的八成半流

通市值，所以友邦保險（1299）、港交所（0388）和新鴻基（0016）等

不同行業、不同市值的股份都可晉身成分股，旨在更全面地反映香港股

市走勢。

MSCI Barra (www.mscibarra.com)

簡介：提供旗下各類指數的收市資料，另有詳細資料，解釋其計

算程式和成分股的挑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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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 / 創業板 
Main Board /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

004

香港交易所提供兩個市場選擇，主板和創業板。兩者地位平等，只不過

對上市公司的要求迥異。

基本而言，公司要於主板上市，必須具備至少三年的營業紀錄、最近一

年盈利達二千萬元或以上、前兩年累計至少賺三千萬元，並預計上市時

市值超過二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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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擬上市公司的盈利未達標，但其預期市值逾二十億元以上，可另憑

收入及現金流的數據，滿足上市規定。

在創業板上市，公司則毋須有任何盈利，只需要有發展潛力，於過去兩

個財政年度的淨現金流入合計不得少於二千萬元，並預期市值不少於

一億元便可。某程度上，創業板是二千年科網熱潮下的產物，其理念是

「買者自負」。

投資者購買創業板股票之前，應該知道這類股票的風險是相當大的。這

些創業板企業到底能不能賺錢，的確是未知之數，所依靠的僅是一個概

念，基本上，我也盡量少沾手創業板的股份，所謂創業板，顧名思義，

已經告訴大家在這裡掛牌的，都是仍然處於創業階段的企業。惟創業成

功的機會有多大？

何況，一些已經壯大的創業板股份如TOM.COM（股票號碼原為8001，

現稱TOM集團，號碼為2383）已經改到主板上市，創業板就更大不受

歡迎了，極其量只能在股市狂熱時，作短暫的炒賣。多年來，我只買過

少量創業板股，包括TOM.COM、康健國際（股票號碼原為8138，已改

到主板上市，號碼為3886）及長江生命科技（股票號碼原為8222，已改

到主板上市，號碼為0775），但持有的時間都不長，很快便沽掉。

創業板 (www.hkgem.com)

簡介：投資創業板，須充分掌握公司動態、業績、成交及市場統

計數據等有關資訊。此為專為創業板投資者而設的獨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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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 優先股 
Ordinary Shares / Preference Shares

005

四百多年前，荷蘭的聯合東印度公司首創股票發行，向全民籌集資金造

船。股票是擁有公司部分權益的憑證，基本可分為優先股及普通股。

投資者在交易所買入的都是普通股，可享公司不定額的派息及投票權，

從而影響公司的決策。派息雖然不定額，但當公司賺大錢，投資者所分

得的股息亦可能較豐厚，潛在回報較高。

優先股的股東，則一般為大股東和機構投資者，他們通常可享有固定派

息，而且公司須先派給他們後，才可將其餘盈利分予其他股東。另外，

優先股在發行時，會訂明於指定時間內，投資者可選擇是否將優先股轉

換為普通股，又或者公司是否有權主動贖回是類股份。

萬一公司清盤破產，變賣餘下資產所得，政府和債主有權先分錢，優先

股的股東次之，最後才到普通股的股東。購買優先股的回報雖較有保

證，不過，有得必有失，在股東大會的表決上，持有是類股份的股東並

無投票權。

香港交易所 (www.hkex.com.hk/index_c.htm)

簡介：網站載有各上市公司的年報，內裡的董事會報告書提供詳細的股

東權益披露，並列明主要股東的持股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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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藍籌股 / 紅籌股 / 紫籌股  
Blue Chip / Red Chip / Purple Chip

前滙控（0005）亞太區主席鄭海泉，於二○○七年中接受報章訪問

時，仿傚鄧小平，自創金句一則：「唔理你紅籌、藍籌，總之好公司就

係好籌……」

其實，「藍籌」一詞源自英語。在二十世紀初，西方賭場的撲克牌遊戲所

用的籌碼，最基本有三種顏色：藍、紅、白。藍色是歐洲貴族的顏色，

所以代表價值最高的注碼，紅色次之，白色最低。後來，美國華爾街

（Wall Street）的證券經紀借用「藍籌」一詞，形容一些市值龐大、實力

雄厚的股份。套用到香港證券市場，藍籌股則泛指恒生指數成分股。

再引伸下去，紅色是中國國旗的顏色，所以於海外註冊並在港上市的中

資企業，則稱為「紅籌」。紅籌股並非國家企業，但其主要股權往往掌控

於中國政府機構的單位手中，例如越秀地產（0123），其大股東便是廣

州市人民政府的駐港企業。

數年前市場曾盛傳中國證監會將批准合乎在港上市逾年、市值逾二百億

元等條件的紅籌股，回歸內地的A股上市，例如中移動（0941）、中國

海洋石油（0883）等，惟一直只聞樓梯響。類似這些巨型中資企業，同

時又被納入恒指成分股，是紅籌與藍籌的混合體，故亦稱為「紫籌」。

香港投資者學會大專投資教育部 
 (td.hkii.org/investu/c_investuindex.php)

簡介：站內「投資大學」一欄，羅列並解釋了大堆投資名詞和市場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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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股 / 民企股 
China Enterprises / Private Enterprises

007

第一隻在香港上市的國企股，是一九九三年招股的青島啤酒（0168）。

國企股，是指那些由國家擁有、內地註冊、經中國國務院批准來港上市

的國營企業，亦即所謂的H股。通常獲批來港集資的國企，都是行業領

袖，如遇個別管理層出了甚麼問題，只須撤換領導便解決了事，倒閉機

會甚微，所以頗得本地投資者的歡心。

相反，民企股則是那些由私人持有的企業，如超大（0682）、二○○七

年四月招股反應熱烈的碧桂園（2007）等，均為民企。理論上，民企較

國企靈活、轉身走位快；但實際上，是類股份良莠不齊，加上內地會計

制度透明度不足，香港人對大陸發跡的企業家又認識不深，投資者很容

易上當。

惟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強大，今日香港股市的主角，已由港股轉到這些國

企與民企股了。

早期，民企股剛剛面世時，升幅非常大，傳媒出現大量的吹捧文章，但

我抱有懷疑的態度，自己絕不沾手，也從沒在報章專欄中推介。後來，

一些民企終於出現問題了，由違規到欺騙都有，導致股價一瀉千里、無

限期停牌，甚至倒閉……不少股民相繼中招，但也後悔莫及了。

民企富豪的第一桶金，來自何處？有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致富的過程

中，有沒有試過違規、詐欺、行賄？現在，內地不少人都在熱烈地討

論民企老闆的「免罪」問題，凡此種種，讓不少投資者對民企股有一定

的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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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認為購買民企股，應該投入較少的資金，因為風險依然比投資大型

國企大。畢竟，誰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民企本身，或民企老闆會出甚麼問

題。大型國企則不一樣，就算董事長或總裁出了事，國企的運作都不會

受影響，中央只要換個人來代替就行了。中銀香港（2388）就是一個好

例子，前總裁劉金寶入了獄，股價依然可一升再升。對於那些盈利特別

高、豐厚得離奇的民企，投資者應該抱著懷疑的態度，千萬不要因為股

價上升，就產生貪婪之心。

值得高興的是，近年的民企股質素有所提升，目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

濟愈來愈走向市場經濟，而且國家領導層也明確表示會扶助民企。事實

上，民企若經營得宜，爆發力可以很驚人，例如騰訊（0700）便被稱為

近年的股王。

鉅亨網 (www.cnyes.com)

簡介：涵蓋中港台三地股市，提供股票報價、研究報告及港股新

聞，其中有關外匯走勢，各地銀行存款利率等資訊十分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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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股市分A、B股，查實A股的正式名稱是人民幣普通股票，是只

供內地居民投資的、由國內企業發行、在上海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股份，以人民幣交易；在滬港通計劃推出之前，除了擁有QFII資格者，

境外人士不能參與該市場。

B股的全稱，則為人民幣特種股票。雖然同樣是國內企業、在國內上

市，但在上海掛牌的B股是以美元結算，而深圳的則以港元結算。B股

原先專供境外的投資者購買，二○○一年起，也開放予內地居民，准許

他們用自己戶口內的外幣存款參與買賣。隨著中港市場融合，不少內地

企業都到香港上市，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直接買入H股更快更方便，

監管法規也較完善，因此B股市場持續不振。近年不少B股企業也開始

來港轉以H股掛牌，例如內地龍頭地產企業萬科（2202）便於二○一四

年六月以B股轉H股來港上市。我認為滬港通實施後，B股的歷史任務

已完。

在香港上市的國企，取HONG KONG的字首，所以被喚作H股；同樣

道理，在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便叫N股；在新加坡上市的，則叫S股。

而已發行B股的企業，由於已有籌集外資的渠道，故不可再發行H、

N、S股。

以前，國有企業上市時，政府為嚴防國家資產流失，常常會保留七成股

權不賣，即使上市後，這些非流通股份也不能減持；售予公眾、可自由

轉讓的，則為流通股份，這就是所謂的股權分置。

A股 / B股 / H股 / 
S股 / N股 / G股  
A-share / B-share / H-share / 
S-share / N-share / G-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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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間公司有七成股本都不可以賣，還算是上市公司嗎？近年來，中國

政府推行股權分置改革，將所有股份都改為流通股份，有助自己減持一

些沒有戰略意義的國有企業股權。為方便識別，完成股權分置改革的股

份，便稱之為G股。

而香港股市的A、B股則可謂是歷史遺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開

始談判香港前途後，香港有些上市企業便推出所謂的A、B股，太古就

是其中一個例子。今日市場上有太古A（0019）及太古B（0087），兩者

投票權相等，但太古B的面值只是太古A的五分之一。

很明顯，當年的大股東對香港前途沒信心，但又想長期控制太古這家企

業，於是便推出A、B股。當時的設想是，他們一方面可以賣掉A股套

現，另一方面，大股東只持有市值小的B股，所費不多，卻依然可以控

制太古。

像這樣的A、B股，僅是香港歷史的一章。

投資者教育中心 (www.invested.hk)

簡介：這個由證監會設立的投資者教育網站，提供財務策劃、

保險及財經金融知識，其中「熱門專題」一欄，便有專文介紹中

國市場及有關知識，該中心亦不時舉辦免費活動和講座供大眾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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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QDII) /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QFII)

009

國內存款逾萬億元人民幣，卻因外匯管制，人民幣未能完全自由兌換，

使資金苦無出路。

為了協助人民幣資金尋求出路，二○○六年四月，中央推出「合格境內

機構投資者」法規，有限度地准許國內機構跨境投資，買賣海外的債券

及定息產品。計劃初期，瑞士信貸銀行、工商銀行等十多家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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