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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
会发布 《联合公告》，明确沪港通正式
启动需要 6 个月的准备时间。如今，距
离这个时间节点越来越近，市场人士普
遍认为，受益沪港通的推出，A 股市场
结构和监管方面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随着沪港通开启时间的临近，最近
两个月，A 股市场接连走出震荡上升的
行情，市场风格发生明显转变，市场人
士认为，蓝筹股行情的启动与沪港通的
预期有着显著的联系。

中金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A
股总市值最大的 30 只大盘股对港股折
价的简单平均值为 5%，而中小市值股
票对港股溢价的简单平均值为 46%。

瑞银证券首席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李
认为，“虽然沪港通初期投资 A 股的总
额度仅为 3000 亿元，与 A 股市场 24 万
亿元市值相比并不多，但意义深远。”

陈李认为，3000 亿元再加上 QFII
和 RQFII 的额度，估计到 2015 年底，
进入 A 股的海外资本将达 9000 亿元，
而 A 股市场扣除非流通的股份后，剩余
的市值约为 10 万亿元。“这样算来，就
是 9000 亿元对 10 万亿元。从长远来
看，沪港通对 A 股市场来说只是一个开
始，A 股将逐步被推向全球市场，而沪
港通带来的资金一开始不会太多，未来
将越来越多。”

在对 A 股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
时，也有不少香港的投资者对 A 股上市
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表示担忧。上证所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作为“新兴加转
轨”市场，A 股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的确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上证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开放
促进改革，本就是沪港通的题中应有之
义。希望通过沪港通的推进，通过香港
投资者参与沪市上市公司治理，进一步
强化市场约束，推动沪市上市公司不断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信息披露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革新信息披露监
管理念和实务。”

据介绍，上证所目前正在研究多项
进一步加强公司监管的新措施：实现从
原有以辖区为单元的监管模式过渡到以
行业为基本维度的监管模式；将信息披

露的监管重点从上市公司延伸到大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逐步放开午间披露时
段，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实现多时段信息
披露的可行做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负责人日前表
示，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沪港通有利于
两地市场发展，对A股市场造成的资金
分流影响非常有限。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一是沪
股通3000亿元额度大于港股通2500亿
元额度，且两个方向的资金流动会部分
抵销，故净流入流出量相对较小。即使
全部3000亿元额度流入也只占上海市
场 市 值 约 2% 、 占 内 地 市 场 市 值 约

1.3%，即使全部2500亿元额度流出也
只占上海市场市值约1.7%、占内地市
场市值约1.1%。二是在初期设置每日
额度，沪股通、港股通的每日额度分别
为130亿元、105亿元，这种设置有助
于防范资金的大规模净流入流出。三是
沪港通对跨境资金流动实行封闭管理，
卖出股票取得的资金只能沿原路径返
回。四是境内投资者参与港股通有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 本版编辑 孙 华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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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新三板”）最新
披露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31 日，新三板
1107 家挂牌公司中，共有 1102 家按时披
露半年报，合计实现营收 642.21 亿元，同
比增长 13.35%；净利润 34.56 亿元，同比
增长 24.86%。共有 794 家挂牌公司实现
盈利，占比72%，同比提高2.65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新三板挂牌公司上半年整
体经营业绩增长态势良好，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挂牌公司资产负债率稳定，
营收、利润增长稳健；二是挂牌公司经营
现金流整体改善，研发投入增加。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挂牌公司总
资产合计 2033.44 亿元，平均总资产 1.85
亿元，较去年末增加 12.35%；净资产合计
915.29亿元，平均净资产0.83亿元，较去年
末 增 长 14.81% ；平 均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54.99%，比去年末降低约 1个百分点。实
现盈利的 794家公司净利润合计 44.96亿

元，平均净利润为 566.27 万元，同比增长
37.45%。

另外，上半年新三板挂牌公司经营现
金净流入合计 3.07 亿元，平均流入额为
278.79万元，同比增加166.87%，筹资活动
趋于活跃。披露上半年研发费用的有805
家挂牌公司，合计21.41亿元，平均研发费
用265.62万元，同比增长约10%。

新三板新闻发言人隋强表示，按照工
信部和国家统计局标准，1107 家挂牌公

司中约有 95%属中小微企业，约有 68%属
小微企业，营收和利润的稳健增长显示出
这些企业良好的发展势头。

从新三板市场的融资来看，年初以来
至 8月 29日，1107家公司股票成交 46.50
亿元，是去年全年成交金额的 5.71 倍；换
手率为 9.60%，是去年全年换手率的 2.15
倍。在股票融资方面，合计完成 154 次股
票发行，融资金额为 89.77 亿元，是去年
全年股票融资金额的 8.96倍。

逾七成新三板公司上半年实现盈利

沪港通对A股资金分流有限

本报北京 9 月 24 日讯 记者陆敏报道：中国证监会
党委书记、主席肖钢今天在第二届“内幕交易警示教育
展”开幕式上表示，近年来内幕交易综合防治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但目前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需要加大联合办案力
度，对内幕交易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肖钢指出，内幕交易行为违背了资本市场“三公”原
则，直接损害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
重影响了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是资本市场的毒瘤。经
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内幕交易综合防治工作已取得了
明显成效，从严从快查处了一批案件，进一步增强了执法
威慑力，在社会上形成了打防内幕交易的良好氛围。

据证监会统计，2012 年、2013 年内幕交易立案案件
分别为 70 起和 86 起，比 2011 年分别增长 46%和 79%；
2012 年、2013 年因内幕交易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数
分别为 31人和 66人，比 2011年分别增长 63%和 247%。

肖钢强调，内幕交易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此外，近年
来资产管理从业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数量
激增，2013 年至 2014 年上半年，证监会共立案调查利用
非公开信息交易案 54 起。这说明，打击内幕交易和利用
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仍然是证券监管执法的重点。

肖钢表示，证监会要不断加大人员与科技投入，进一
步提高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发行等各类证券违法
犯罪线索的快速发现能力，有效实现对各类证券违法犯罪
行为的精准打击。要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建立健
全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强化信息披露，落实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公
司董监高的行为。要进一步加强证监会与有关部门的执
法协作机制，加大联合办案力度，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肖钢——

对内幕交易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近期A股市场接连走出震荡攀升行情

沪港通冲刺 蓝筹股升温
本报记者 陆 敏

本报北京 9 月 24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中国证监会
今天发布证券账户整合工作的微访谈，表示证券账户整
合工作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套账户、一套规则、一
套系统，即通过“配发一码通账户，关联沪深 A、B 股等各
类证券账户”来建立一套账户体系，全面统一账户业务规
则及处理流程，并建立统一账户平台，负责账户业务的统
一运营。搭建统一账户平台可实现各层次市场账户体系
的统一化、标准化，将使不同市场层次形成有机联系，大
大提高市场效率。此外，它还有利于资本市场系统性和
重大风险防控，有利于促进登记结算风控体系建设，证券
公司可根据新账户体系进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证监会详解账户整合证监会详解账户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