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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港通訊

HKEx 3.8 與 iInvestor 8.8
甚麼是HKEx3.8?
HKEx 3.8系統提升的目標是將現有的證券交易系統處理量提高10倍，以達至每秒30,000
個交易，以及將買賣盤處理時延縮短至平均9毫秒，從而大幅提升證券市場基礎設施的處
理量及表現。此外，HKEx 3.8的市場數據播送訊息量將達到每秒2,000個股份頁更新，比
2010年底前最高每秒1,000個股份頁更新增加一倍，而市場深度將由5個最佳價格水平增
至10個，從而提高市場透明度。預期HKEx3.8將於2011年底前推出。
HKEx 3.8 與 iInvestor 8.8 之關係
作為您的合作夥伴，滙港資訊的團隊致力為您提供最有效的方案，就香港交易所 3.8系統
提升，我們經過了嚴格的評估及測試，推出最新版本iInvestor8.8滙港＜報價新「睇」驗
版＞，一方面與港交所方向一致，透過提升系統增強服務，當中包括採用全新電訊級數據
中心及提升光纖網絡寬度；另一方面我們透過軟體及功能之提升，增強報價版面，達致一
同開創成功未來的目標！

港股ETF及人民幣產品慢熱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8月中訪港鬧出「港大
風波」，期間向本港送出30多份大禮，
令金融業最受惠。中央為力撐香港發展成
人民幣離岸中心，開通人民幣內地外商直接
投資(FDI)、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 及俗稱「小型港股直通車」的港股
組合交易所基金(ETF) 。
據人行負責人指，試點初期 RQFII 為200億
人民幣，額度八成投資於內地債券市場，
將從對境內市場較為熟悉的境內基金管理
公司、證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做起。
國泰君安副主席兼執行總裁閻峰表示，
RQFII及ETF的推行細節仍未出台，各券商
可獲首批額度仍未清晰，他認為，可參考
QFII的標準，但料門檻會略低。他指，兩者
均沒有為投資者提供任何優惠，並強調，

記者:葉佩然

資金僅為境外人民幣，而只有機構投資者
才能優先投資RQFII，境外機構投資者均
對有關措施表示歡迎。
有業內人士透露，證監會需按個別券商作
額度審批。他補充，由於首批RQFII主要
集中債券基金投資，個別散戶若將資金轉
到內地，資金須凍結一段時間，因此，
零售投資者對有關產品反應一般，亦未有
接獲任何有關RQFII及ETF產品查詢。

iInvestor 8.8 的軟硬件提升
•全新電訊級數據中心
•全面提升至6MB光纖網絡
•更高效率數據處理 － 使用全新的Graphical API以及改良數據結構
•改善客戶應用程式的穩定性
•重新設計股票數據傳送機制
- 減少超過 50％數據資料庫的資源使用
- 支援智能增量更新(Delta Update)的數據傳輸
•增強報價版面
- 10個市場深度的報價版面並配合技術分析訊號
- 快速報價版面切換功能（一按轉換版面）
- 更清晰股票名稱顯示
- 沽空金額資訊
- 股票相關新聞
•股票/窩輪/牛熊證排行榜加入最大成交宗數
•牛熊窩輪尋寶器加入儲存設定功能
•到價提示加入不同價位提示

三大常用技術分析
華富嘉洛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陳蓓敏表示，
旗下客戶對ETF的興趣不大。她解釋，
ETF為指數基金，散戶普遍認為本港上市
公司可信性均較高，而投資個股亦較簡單，
加上ETF回報需時較長，她對新推出的人
民幣產品前景不感樂觀，但相信，人民幣
投資渠道增加，有助改善市場氣氛。

十個市場深度

滙港資訊於過去三個多月來一共舉行三個活動，希望藉著有關活動能更有效提升與客戶之間的溝通，
讓客戶更能緊貼本公司之最新動向及體驗最新產品之特色

滙港資訊新產品發佈會
於2011年6月28日在西洋會所舉行
當日由滙港資訊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譚偉文先生作
作
iOrbit的產品介紹。iOrbit是引入創新科技研發出來
來
的分析工具，用家可以輕易透過不同的篩選準則，
一眼選出有潛力的股票。除此之外，當日更首次播
播
放iOrbit的宣傳片，讓來賓可以進一步了解 iOrbit。

與德意志銀行聯合舉辦環球投資策略講座
聯合舉辦環球投資策
於2011年8月2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當日請來德意志銀行db-X董事曾嘉莉小姐作嘉賓主持，另外更邀請多名業內資深
人士作講者，對以下的熱門話題作出分析
•為第四季投資氣氛回暖作部署 – 商品及外匯
•簡介恆指波幅指數
•選擇ETF精明之道
除此之外，滙港資訊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譚偉文先生更藉此機會介紹突破傳統界限
的 iOrbit給各出席的投資者，給他們帶來新模式的股票挑選器。

港交所3.8項目簡介雞尾酒會
於2011年9月6日在國際金融中心The Box舉行
幕
當日由滙港資訊有限公司高級行政副總裁李頎作開幕
演講及港交所3.8項目的介紹為酒會揭開序幕，接著由
由
戴爾公司大中華區銷費及商用事業部總經理黃恩浩講解
解
電腦硬件的趨勢。最後，滙港資訊的Robert Tam及
及
Steven Tam更為來賓帶來新產品iOrbit的簡介。大家
家
在享用美酒佳餚的同時亦與在場人士大談港交所3.8
.8
項目和iOrbit的應用。

問卷調查
滙港資訊一直致力提高客戶服務水平。閣下的寶貴意見，有助我們的
產品及服務得以改善，滿足閣下之需要。請用數分鐘時間填寫以下
問卷，閣下所提供之資料將保密處理。

全面革新的網上平台及網上交易解決方案
宗旨：提供卓越的網上平台及提供超凡的交易體驗
滙港資訊的網上交易方案運用門戶系統框架正好迎合市場所需，它是一個快速，功能
強大，具互動性和“可行動性”的平台，為投資者提供一個流暢的交易感受，除了隨時隨
地取得金融資訊及進行交易外，更可因應個人需要，進行個性化的設定，令投資者的交易
體驗滿足感進一步提升。
功能強大的門戶系統框架
- 個性化：投資者可隨意設定及選擇合適的內容、功能和分折工具，進一步豐富其個人的
網上交易體驗。
透過滙港資訊豐富的財經資訊內容，協助投資者掌握市場趨勢
- 財經分析指標及推介：有助投資者洞悉市場變化，從而引發即時的投資意欲。
- 專家意見加強版：提供證券行給予股份的最新評級、目標價及目標價格的調整，並計算出
潛在升/跌幅。
- 牛熊證與認股權證尋寶器，及情緒指數：以客觀因素選出中、高風險的牛熊證與認股權證
，並利用街貨量，反映市場的情緒，同時設有牛熊證與認股權證快速搜索。
- 股票揀選：可以讓投資者按不同財務標準和技術指標，靈活地選出合適的股票。
- 加強交易狀況的資訊，令投資者獲得更深入的市場訊息以進行其投資。在計劃投資戰略上
，只要點擊一下，便可取得買入 /賣出價，市場深度和經紀隊列等訊息。
用戶網上交易體驗
簡易導航界面讓投資者置身於在一個快捷及輕鬆的環境下進行投資。革新交易平台設計，
令新手或有經驗的投資者享受個人交易體驗。
- 鼓勵即時交易隨處可見的買賣按鈕，讓投資者隨時隨地盡握每個投資良機。
投資者只需點擊三次，便可迅速落盤及進行交易。
- 投資者只需點擊三次，便可迅速落盤及進行交易
簡易導航界面設計讓投資者隨時清楚了解個人投資組合，即時現金結餘及進行股票買賣。
- 簡易導航界面設計讓投資者隨時清楚了解個人投資組合，即時現金結餘及進行股票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戶服務
1. 請評價閣下對本公司下列各方面之意見
a.
b.
c.
d.

非常滿意
5
客戶服務經驗(例如: 產品培訓，查詢)
5
服務提供回應時間
5
支援質素
5
培訓質素

e. 整體滿意程度

5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
4
4
4

3
3
3
3

2
2
2
2

1
1
1
1

4

3

2

1

2. 閣下對本公司如何改進服務品質，有任何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閣下會向其他人推介本公司的產品嗎？
a. 絕對會 b. 很大可能會 c. 可能會 d. 未必會 (原因: ________)

e. 絕對不會 (原因: ________)

產品功能
4. 請選擇最經常使用的工具及最滿意的工具，並加上
“

”
號 (可選多於一個)
哪項功能在iInvestor中
哪項功能是你最常使用的
是你最滿意的的

a. 報價版面(AMS)
b. 投資組合監察
c. 到價提示
d. AH 股對照表
e. 圖表及新聞
f. 分析工具
例如大戶追蹤表,板塊異動資金流向圖
g. 牛熊證及窩輪，例如最新動態
h. 期貨及期權，例如期貨，期權，組合
i. 其他，請列明
5. 以下哪個指標給你提示市場走勢的方向，請加上
“ ”
號(可選多於一個)
a. 新聞
b. 技術分析
c. 歷史圖表
d. 股票排行
e. 環球市場
f. 其他 (請列明: ________)
6. 閣下希望iInvestor在未來加入哪些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填妥的問卷於10月30日前傳真至2975 8099或郵寄至香港干諾道西181-183號滙港中心17樓
為答謝大家抽出寶貴的時間填寫此問卷調查，本公司會抽出多位幸運兒，送出精美禮品以表感謝。
總編輯: 李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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