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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沪港通运行“满月”。而
就在两个交易日之前的 12 月 15 日，沪股
通投资标的股出现变化。Wind 资讯统
计显示，太原重工、瑞茂通、海天味业等
28 只沪股将被新纳入沪股通标的名单，
而金种子酒、万通地产等 27 只沪股则被
剔出沪股通名单。另外，在港股通方面，
早在 12 月 8 日就已经增加神州租车、万
洲国际等 5只标的股。

此次标的股票的变更，是沪港通推
出以来合格标的股票的首次调整。港交
所方面表示，之所以增加 5 只港股通标
的股票，是由于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和
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进行调整。而沪股

通合格股票名单的调整则是因为上证
180 和上证 380 指数变更。剔除的 27 只
股票将转移至特别中华通证券名单，该
名单上的股票只可卖出，不可买进。经
过此次名单更改后，沪股通合格股票比
此前略有增加，达到 569只。

根据 Wind 资讯统计，在沪港通运行
的 20 个交易日内，沪股通平均每日成交
额为 58.4 亿元人民币，平均额度用量为
32.9 亿元人民币，约占每日额度 25％。
同期，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额为7.57亿元
人民币，平均每日额度用量为4.77亿元人
民币，占每日额度4.5％。

近日，港交所对外表示，在沪港通推

出的前四周内，沪股通及港股通的全日
买入成交额均超过卖出成交额。而且前
四周的总成交额均超出额度用量，其中
港股通的平均每日成交额为每日额度用
量约两倍，沪港通额度获得高效使用。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也表示，自
11 月推出以来，沪港通各项运作平稳顺
利，为投资者提供了长期、稳定和高度市
场化的投资便利。在他看来，如同所有
新的市场基础设施一样，沪港通的巨大
发展潜力将逐步释放，预计随着投资者
逐步熟悉沪港通机制和评估所带来的前
所未有的机遇，参与沪港通的投资者会
大幅增多。

上交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未来
不排除进一步增加沪港通标的股票的可
能。此次沪港通标的股票的调整，属于
正常变动，并不会影响当初的制度设计
和市场各方参与沪港通的热情。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沪港通的标的股
是参照相关指数的成份股来选定的，因此
相关指数成份股的变动必然带来沪港通标
的股的变动。以上证180指数为例，上证
180指数是依据样本稳定性和动态跟踪相
结合的原则，每半年调整一次成份股，每次
调整比例一般不超过10%；特殊情况时也
可能对样本进行临时调整。因此，未来沪
港通标的股票的调整或成为常态。

沪港通“满月” 标的股添丁
本报记者 陆 敏

近日，首批 3 只沪港通 ETF 基金获
批发行，尽管这 3 只基金并没有如市场
传闻实施 T+0 交易，但南方基金相关负
责人明确表示，已向监管层上报回转交易
实施方案，争取尽快在现有产品上实现交
易功能“再升级”。此前上交所也曾表示，
将在风险受控的情况下，在A股市场开展
T+0试点。T+0再次引发市场热议。

T+0 是海外主要证券市场普遍采用
的交易制度。尽管配合不同的资金交割
制度执行会有所差异，普遍来说，T+0 制
度实施，意味着“当日买入的股票可以当
日卖出”。目前在全球实施中央托管的
44个证券交易所中，除了沪深股市以外，
全部采用 T+0交易制度。

“T+0 短期来看将吸引投资者参与
交易，提升股市成交量；长远来看，全面
实施将提高市场定价效率，加速国内市
场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体系的步伐。”重阳
投资总经理王庆告诉记者。

其实，沪深交易所曾在 1993 年到
1995 年之间实行 T+0 交易制度,但由于
当时信息闭塞、投资者不成熟以及监管
缺失等原因，造成过度投机和市场操纵
而被叫停。

“得益于 20 年来投资市场环境的整
体成熟，目前 T+0 交易已具备再次试点
的条件。”东方证券分析师唐子佩表示。
成熟的表现之一在于机构投资者体量大
幅增加。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12月 16日收
盘,全部基金净值超过4万亿元,与1995年
不到100亿元的市场规模相比较，机构投
资者的稳定性与成熟度不可同日而语。

监管升级是市场成熟的另一种表
现。目前，监管层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要求极其细致，信息化建设使得市场信

息更加透明。同时，监管层加大了对内
幕交易的惩罚力度，进一步抑制了不规
范行为。

“实行 T+0 制度并不存在严重的不
可控风险。建议监管层和交易所可以通
过提高异常订单处理效率、完善熔断机
制等着手做好准备。”唐子佩说。

根据 Wind资讯统计，上海 A 股和深
圳 A 股由 T+1 转为 T+0 时,成交量均出
现显著上升；反之,恢复 T+1 后,成交量
明显下降。其中，上交所反应尤其明显，
制度转换前后一个月数据显示，日均交
易量变动幅度超过 50%。

交易量直接影响券商的收益。来自
上市券商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4 年三季
度末，经纪业务平均占比仍在 30%以上,
交易量直接影响券商业绩。

“T+0 促使 A 股交易量提升，短期内
必然利好券商经纪业务，进而影响券商整
体收益和估值，这是每次 T+0 的传闻都
会刺激券商股股价上升的内在逻辑。”不
过，在广发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首席
分析师李聪看来，中长期影响还存在不确
定性。“由于交易频度提高也加剧了投资
者价格敏感性,加上非现场开户、网络经
纪商等的出现,可能也会增加佣金率下行
压力。对单个券商而言，能否以量补价，
关键还得看其竞争实力。”李聪说。

从目前市场规则来看，机构投资者
已经可以通过 ETF、股指期货、融券等
业务完成“变相”看空市场和企业，而
中小投资者受体量限制无法运用这些衍
生产品。市场的另一层担忧是，在 T+0
交易下，机构与大户可以采用高频交易和
算法策略，将中小投资者置于更加弱势的
地位。

对此，市场人士认为监管部门的首
要任务是必须保护好中小投资者，在出
台政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中小
投资者也应主动提高应对市场风险的防
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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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短期来看将吸引投资者参与交易，提升股市成交量；长远来看，全面

实施将提高市场定价效率，加速国内市场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体系的步伐。

本报北京12月16日讯 记者郭文鹃报道：随着市场
持续释放利好,投资者参与股市热情高涨。来自中国结算
公司最新数据，上周（12 月 8 日至 12 日）新增 A 股开户数
再创新高，达到89.13万户，环比上涨近50%。此外，上周
基金开户数也创年内新高，达到 50.1 万户，环比上涨
58.3%。

记者统计发现,从今年 10 月第三周开始,这次已经
是 A 股新增开户数连续第 9 周保持在 20 万户以上。不
过数据和 2007年股市峰值仍有差距，当时平均每周新增
开户数为 70万户左右。

A 股开户数单周超 89 万A 股开户数单周超 89 万

在经历调整之后，本周二（12 月 16 日），A 股市场在
金融权重股的拉升下，沪指重新站上 3000 点整数大关，
券商板块上演集体涨停。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
3021.52 点，深证成指报收 10668.62 点，两市成交量近
8000亿元。

从盘面上看，当日非银金融、银行、钢铁、采掘、房地
产等权重板块涨幅居前，而食品饮料、计算机和休闲服务
等 14 个板块下跌。在主板市场震荡上涨的同时，中小创
业板在资金跷跷板效应下震荡回落。

消息面上，中国证监会日前针对部分证券公司进行
现场检查，检查业务范围包括备受市场关注的融资融券、
股票质押回购、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等业务的开展情
况。“多家证券公司通过不同形式提升两融保证金比例，
并调高两融总额度，有助于减缓市场对券商板块的担忧，
形成利好效应。”西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刚表示。

从流动性上看，近期市场存在新股集中申购和年末
银行揽存等因素，短期内或对资金面产生不利影响。就
本周而言，将有葵花药业、国信证券等 7 只新股进行网上
申购。但总体来看，随着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行，未来股
市资金面相对宽松的局面有望维持。

对于后市走势，大摩投资分析师袁筠杰表示，当前 A
股在资金推动下已经走出了牛市的雏形，而金融板块就
是本轮行情的风向标。资金转向股市的趋势目前已形
成，未来资金利率的持续下行将强化此趋势。中期市场
可以继续看高一线。

券商板块集体涨停
本报记者 何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