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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上海证券交伴随着上海证券交

易所一声锣响易所一声锣响，“，“沪港沪港

通通””试点于试点于1111月月1717日日

正式启动正式启动，，沪港两地证券沪港两地证券

市场成功实现市场成功实现联通联通，，中中

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

迈入新纪元迈入新纪元。。交易首交易首

日日，“，“沪股通沪股通””表现更为表现更为

抢眼抢眼，，但市场对但市场对““沪港沪港

通通””前景普遍看好前景普遍看好，，认认

为沪港两市互联互通时为沪港两市互联互通时

代的开启代的开启，，将有力提升将有力提升

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影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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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上证所 5
楼交易大厅内，伴随着铜锣鸣响，沪港通
市场参与各方共计 400 多人，共同见证
了沪港通首列“班车”启程，沪港两地资
本市场双向开放大幕正式开启。

国际投资者偏重 A 股

记者在开通现场大屏幕上看到，沪
股通成交首单为伊利股份，总成交股数
32700 股，成交金额 85.02 万元。港股通
成交首单为长江实业，成交股数 8000
股，成交金额 113.6万元。

在试点初期，沪港通对人民币跨境投
资额度实行总量管理，港股通总额度为
2500亿元，每日额度为 105亿元，股票标
的268只；沪股通总额度为3000亿元，每
日额度为130亿元，股票标的为568只。

交易所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闪烁更
新，经由沪股通，全球投资者在开盘前便抢
购了106.03亿元的A股股票，用掉了日内
130 亿元额度的 54%；开盘 45 分钟，限额
使用度升至67%；最终，沪股通130亿元人
民币限额在13时57分耗尽。而港股通余
额还剩88亿元，用了日内额度16%。

从全天成交来看，沪港交易呈现“北
火南温”状况。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
绪亚认为，沪港通的开通，从概念和题材
上均有助于提振大盘，今天的成交情况
也说明外部资金流向 A 股的意愿较为强
烈。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则认为，“成交量
不是成败标准，更重要的是资本流动，国
际投资者的关注重点是资本重新配置，
不仅仅是资本跨境流动。沪港通开通是
最大的一次资产重新分配，是世界最大
的尚未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开放。”

提升全球影响力

长期以来，上证所一直是中国经济
发展最优秀企业群体的主要上市地，也
一直致力于建设汇聚蓝筹股的世界一流
交易所。同时，港交所是高度国际化的

交易所，集聚了大批国际机构投资者，也
是内地企业实现境外上市的重要地点。

“沪港交易所互联互通，是共同提升
中国资本市场全球影响力的积极尝试。”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
岐解释说，沪股通类似于上证所在香港
新筹建了一个股票市场，不仅一下子新
挂了 268 只优质蓝筹股，还同时拥有了
香港本地约 200 万投资者，其中很多是
世界级的机构投资者，有助于改变 A 股
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有助于引入境外知
名机构投资者与资金，提高 A 股蓝筹市
场活跃度。

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高盛近日也在一
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沪港通为全球投资
者增加了 568 只可选股票，估计会带来
1.3 万亿美元的增量。瑞银则认为，这个
数字将达 2万亿美元。

李小加认为，沪港通对香港和上海
是双赢的。沪港通并不是沪港两地存量
上的重新分配，而是通过市场的融合与
碰撞，把目前还未进入资本市场的巨额
增量引入到两地资本市场。

正如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开通首

日所说，“在内地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
开放的情况下，沪港通开拓了操作便利、
风险可控的跨境证券投资新模式，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丰富了证券交易品种，
优化了市场产品结构，有利于投资者共
享两地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两地证券
市场繁荣，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加快
建设上海金融中心，同时还将增强我国
资本市场的整体实力。”

未来活跃度值得期待

从首日市场的成交情况看，沪股通
成交火爆，而港股通却未达预期的火热。
中信证券北京复外营业部首席理财顾问
李海认为，原因主要是：第一，内地投资者
近年风险意识加强，港股很多交易规则与
A股不一致，故表现得相对冷静；第二，近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很多对港股有兴
趣的投资者已可直接到香港办理相关业
务，港股投资需求一直在释放，因此也无
需通过投资港股通集中释放。

“而沪股通需求较高，主要是因为国
内资本市场一直比较封闭，直到去年 4

月才允许港澳台居民开户，其他投资渠
道如 QFII 等，则额度一直受到控制。同
时，沪市集中着堪称内地国民经济中流
砥柱的大盘蓝筹股，近年估值一直偏低，
对外来资金有一定的吸引力。”李海说，

“内地投资者目前还以个人投资者居多，
对于新事物有一个认知的过程，相信经
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后，港股通交易也会
越来越火！”

海通证券也持相同的观点。据海通
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司累计开
通港股通客户数已达 12168 户。港股通
交易首日，公司客户反映较为热烈，共有
144 家营业部 488 名客户参与交易，累计
成交 925 笔，成交金额 5926 万元人民
币。同时，由于沪港两地市场交易规则
存在较大差异，该公司客服中心港股通
业务咨询的受理量大幅增加。该负责人
表示，在港股通交易首日，“由于内地个
人投资者对港股交易规则不甚了解，因
而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策略。随着沪市机
构投资者的逐渐介入与投资者教育工作
的不断深入，相信港股通的交易也将日
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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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

子。从这一天起，中国资本市场向世界打

开了更大的窗口；从这一天起，A股与香港

市场进入互联互通新时代，两地交易将更

趋活跃，市场能量将更为充盈；从这一天

起，内地的普通投资者真正实现了“走出

去”的投资梦想，而国际资金也将通过更顺

畅的渠道进入 A 股市场。这一天，A 股理

所当然地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的亮点。

沪港通的开启具有深刻意义，是 A 股

对外开放的又一新篇章。投资中国、投资

A股，一直是国际资金热衷的方向，因为这

里有两个很强的吸引力，一是中国经济在

稳增长、调结构中表现出的强劲、可持续和

平衡增长的发展势头。来自G20领导人第

九次峰会的信息显示，中国是“二十国集

团”全面增长战略的最大贡献者之一，每年

的经济增量相当于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国

家的经济规模。也就是说，中国为世界经

济提供了更多的需求，创造出更多的市场

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另一个吸引

力则是，近年来的 A 股一直处于世界资本

市场的价值洼地。今年三季度，上证综指

以超过 14%的季涨幅雄冠全球，其间不乏

国际资金频频入手蓝筹股的身影。相比之

下，俄乌危机及阿根廷债务违约等一系列

不确定因素，正影响着全球投资者的风险

偏好。此时开启沪港通，无疑将进一步提

升 A 股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成为催

化国际资本重新配置资源的重要力量，并

最终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搭建

起的沪港通，不仅吸引着国际资本，也为

A 股市场再造提供了重要契机。作为国

际化的香港资本市场，无论在投资理念、

制度建设、市场监管，还是在估值体系、资

本流通方面，都先进于 A 股市场。沪港通

无疑可以为 A 股的深化改革提供一种可

资借鉴的模式，且这种借鉴并不是“拿来

主义”的简单方式，而是通过两个市场的

不断融汇、不断磨合得以实现。对于 A 股

来说，这种在互联互通中完成的改革，将

更接近市场的内生需求，也为下一步 A 股

顺利接轨国际市场打下良好基础。此外，

国际资本通过沪港通的直接流入，还有助

于改善 A 股市场估值，矫正目前存在的某

些扭曲的估值结构，催生更为成熟的价值

投资理念。

沪港通是内地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

放的重要探索，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拥

有更多流动性的大市场，这对两个市场的

投资者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需要

关注的是，沪港通刚刚开启，两个市场的

联通磨合尚处于试点初期，无论投资范围

划定、投资额度限制，还是交易方式和交

易时间的差别，都意味着进入沪港通投资

将面临差异性的投资环境。因此，无论

内地还是香港的投资者，都切不可盲目套

用自己熟悉的逻辑和思路去投资对方市

场，规避风险应为第一要义。只有这样，

两地的投资者才可能分享到沪港通在增

强资本市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产生出

的“1+1>2”之红利效应。

A股迈开接轨国际新步伐
江 帆

香港资本市场将铭记这一历史时刻：11月 17日上午
9 时 30 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与香港交易所主席
周松岗在港交所共同敲锣，宣布沪港通正式开通。根据
市场表现，沪港通中方便香港投资者进入 A 股的“沪股
通”明显受到热捧，截至 13 时 57 分，沪股通轻松“爆额”，
当天 130亿元人民币的额度宣告用尽。

自 4 月份政策宣布以来，香港各界对“沪港通”已经
翘首企盼 7 个多月。相较于内地散户投资港股的 50 万
元资产的门槛要求，香港任何投资者都可以利用额度直
接投资 A 股，更为便捷。同时，香港投资者通过沪股通可
以交易 560 多只股票，目前已覆盖内地股市市值的九成
左右。而在上周，沪港通宣布即将开通之际，再次迎来利
好消息。财政部宣布暂时对投资者免征所得税，解除了
香港众多机构投资者的顾虑，提升了沪港通的潜在回
报。此外，香港的银行宣布取消港人个人每日 20000 元
人民币兑换限制。这些优惠政策，都促使更多香港民众
参与到沪港通交易。根据香港媒体非正式调查显示，香
港约有三成散户表示对沪港通感兴趣，超过一成多的散
户有购买 A 股的强烈意愿。

后市投资建议方面，香港耀才证券植耀辉表示，对于
内地投资者来说，他们较为熟悉但又没在内地上市的企
业股票具有较大投资潜力，例如中国移动和腾讯控股。
对于通过沪股通交易的香港投资者来说，较为推荐内地
的军工板块和文化产业板块。香港瑞银财富管理北亚太
区首席投资总监浦永灏则建议内地投资者，聚焦新能源、
物流、基建、国际业务 4 个板块。安本亚洲股票投资经理
预测，香港的地产股、高端消费品股及从事国际性金融业
务的企业股，会受到内地投资者的热捧。香港西京投资
管理主席刘央指出，沪港通开通给了香港资本市场无限
的想象空间，加上内地国企改革和 H 股全流通，明年将是
投资的大年。

对于沪港通的效应，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日前预测，沪
港通每年将为内地券商带来 50 亿元（约 63 亿港元）的收
入，并将提高内地券商的跨境交易量及经纪业务收入，有
助于缓解行业佣金率较低的现状。穆迪预测，在香港业
务地位稳定的大型券商，以及在内地上市的个别券商将
受惠最大。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讯 记者祝惠

春 报 道 ： 11 月 17 日 ， 沪 港 通 正 式 起
航。中国银行是沪港通交易的标的之
一，同时也是沪港通唯一的结算银行。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第一天市场表现不出意外；
大陆的投资者有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
能图一时之功，还要看长期影响。

如何理解沪港通？曹远征说，用一句
话来讲，是一个管道顺畅对接的安排。香
港市场好比是“圆管道”，大陆市场好比是

“方管道”，大陆市场和香港市场交易条件
是不一样的，比如香港有T+0、有透支，大
陆是没有的。我们看到沪港通是什么
呢？就是联通两个不同形状的管道。中
银国际作为结算行，则要在那边做一个圆
的接口，这边做一个方的接口，让两个管
道对接起来。作为接口要防止渗漏，要带
有各种各样的防护措施。其中，中银国际
就要保证交易的安全性，所以做了一个特
别安排，就是沪港通结算。

曹远征认为，沪港通不仅是股票市

场开放的一个制度安排，更是人民币资
本项目逐步走向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制度安排。沪港通不仅迈出了中国资本
市场开放的第一步，也迈出了人民币国
际化的重要一步，撬动了对资本项目的
开放。这样发展下去，结果很清晰，一
是人民币走向全世界，变成全球重要的
交易货币，不仅仅是结算货币。二是为
下一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奠定基础
条件。因此，沪港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制度安排。

本报首尔 11 月 17 日电 以介绍中国沪港通标的股
及上市公司为主要内容，由中国经济网与韩国经济电视
台联合出品的日播电视专栏节目“中韩财经连线”，已在
韩国引起广泛关注。韩国最重要的财经报纸《韩国经济
新闻》17 日刊发整版广告对该节目进行推介，韩国经济
电视台也从 17日凌晨起高频度播放该节目宣传片。

因韩国对中国沪港通开通给予高度关注，中国经济
网与韩国经济电视台决定，从 10 月 27 日起共同出品“中
韩财经连线”电视节目。节目由中国经济网在中国制作，
由韩国经济电视台在韩国播出。

“中韩财经连线”以中国经济网多年积累的“中经观
察家”专家团队为依托，每天提供高端、专业的市场分析
和评论。《韩国经济新闻》在报道中也指出，“中韩财经连
线”的播出，在韩国电视史上开辟了中韩每日共同出品电
视节目的先河。 （郭彩萍）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 沪 港 通 ”是 重 要 制 度 安 排

首个交易日“沪股通”受热捧——

香港资本市场揭开新篇章
本报记者 周 剑

“中韩财经连线·沪港通”在韩引关注

“沪港通”是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的重大举措，标志香港和内地金融

事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沪港通”

还将巩固香港作为主要离岸人民币业务

枢纽的地位，为香港金融事业的不断壮

大，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