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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昨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宣布建立滬港股

市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滬港通」計劃

既反映中央致力進一步推動金融改革，對促進國家

金融業規範化、國際化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充分顯

示香港憑藉其獨特優勢，繼續在國家與世界經濟更

廣泛的融合中扮演關鍵角色。「滬港通」賦予香港

推動國家金融改革開放的重大使命，不僅有利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利香港發展成為

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也讓香港的投資者分享到更

多實惠。香港要加緊落實「滬港通」，尤其要注重

風險管理，維護金融安全。

國家正在力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金融改革是

重中之重。「滬港通」打通上海與香港兩個股票市

場，內地資金可以直接走出去，海外資金可進入內

地股市，實現真正的與國際接軌，為內地資本市場

的進一步開放作大膽嘗試，有助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是國家金融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正如李克強

總理所說：「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

雙向開放和健康發展，中國將在與國際市場更深度

的融合中，不斷提升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平。」

香港金融業在過去30多年，對內地的經濟和金融業

改革發展一直發揮着促進作用。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

放，國家經濟迅速增長，已成為全球經濟總量排名第

二的經濟體。「滬港通」機制的確立，香港仍扮演國

家金融業與世界融合的「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這說

明香港擁有良好的法治制度、成熟的股市和金融市

場，這些因素都是內地金融改革最需要學習的。內地

仍然需倚重香港，推動內地企業和金融市場的國際化

及規範化，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內地深化改革的過

程中，也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更大的動力，

促進香港金融、經濟的活躍，做大香港的「餅」，讓

香港各界都分享到實實在在的紅利。

當然，「滬港通」的推進仍面臨不少挑戰。目前

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在包括交易規則、監管環

境、財務會計準則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這都需要加

強合作縮短磨合期。對於內地來說，由於需要放寬

外匯管制，面臨的監管風險隨之增加，特別是香港

作為自由開放的市場，國際熱錢可趁機在兩地炒

作，容易造成金融動盪、影響經濟穩定。這需要兩

地的監管機構做好市場監管，主動消除隱患，維護

市場穩定和保障投資者利益。

目前，本港有人揚言要搞「佔領中環」，要癱瘓

香港的金融中心運作，對特區政府和中央作出要

脅。全港市民要立場鮮明地向「佔中」說不，絕不

能讓一小撮人為了政治私利，動搖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損害香港和國家的整體利益。

「滬港通」加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立法會議員今日啟程到上海訪問。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天表示，訪滬期

間預留至少兩小時給反對派議員同中

央官員單獨座談。對於訪滬的安排來

說，中央可以說答允了反對派提出的

所有要求，這不僅顯示中央釋出了巨

大的誠意和善意，而且反映了建制派

以大局為重的胸懷。中央給足反對派

議員面子，反對派應該領情和珍惜，

在整個訪滬的過程中，理性務實進行

交流，為反對派議員與中央溝通開一

個好頭。

自特首梁振英宣佈中央安排全體議員

赴滬的消息後，反對派議員先是要求知

悉將會會面的中央官員名單，並要求與

中央主管港澳事務及政改的官員見面，

之後又要求單獨與中央官員座談。這些

要求都得到滿足。中央將所有立法會議

員當作客人和嘉賓予以禮遇，特別對反

對派議員的種種「特殊要求」一一應

承，釋出極大的誠意和善意。

今次反對派議員能夠同中央官員單獨

會面，是互相溝通的其中一步。這一步

若能成功，將為反對派議員與中央溝通

開一個好頭。要溝通，不要對抗，這是

香港社會的期待。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的議員包括反對派議員，香港的政

黨包括反對派政黨，與中央溝通有很大

的空間，這有利於香港社會的和諧與穩

定，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推動

民主發展。

立法會議員起程前夕，一些反對派議

員謀劃一些「小動作」，包括聲稱計劃

在上海不會參與大會安排的參觀活動，

而會私下約見內地「異見人士」等。對

此，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重申，希望議員

能尊重「主人家」的安排，參與全部行

程。事實上，上海之行能否成功，其中

一個關鍵因素是反對派議員能否恪守做

客之道的禮儀。作為客人，做客聽從東

道主安排，是最基本的禮儀。反對派議

員要獲得尊重，首先要懂得尊重別人。

反對派議員應珍惜中央誠意，珍惜溝通

良機，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參與今次上海

之行。

（相關新聞刊A11版）

珍惜中央誠意 珍惜溝通良機
A4 重要新聞

港證監防違規 加強跨境執法
兩地結算安排最複雜 須券商系統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章蘿蘭）「滬港通」正式啟航，當

局表示，開展「滬港通」的有關準備工作需時約6個月。在這緊迫的

6個月內，各方要完成多項商討與前期工作。香港證監會表示，將與

中證監緊密合作促進機制開展工作。以監管機構的層面而言，證監會

說，要先落實所有必須

的監管批准，以及加強

跨境的執法，以應對所

有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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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地交易所及結算所的層面，須
完成三大洽談，包括兩地交易所

的交易安排、兩地結算所的結算安排，
以及如何均分兩地交易的收益。首先，
兩間交易所將根據公平對等原則，平均
分享因「滬港通」的交易費收入，以及
兩間結算公司平均分享結算費收入。故
此，港交所、上交所、香港結算及中國
結算均要參與洽談。
另外，較複雜的當屬兩地結算所的結
算安排，因涉及為兩地投資者提供交易
清算及交收等安排及服務，也包括了人
民幣與港元的匯兌機制。至於兩地市場
的交易運作安排，亦應妥善設立，這又
牽涉第三個層面，即兩地券商系統的更
新與配合。

港每日人幣兌換或需撤限
六福金融主席兼行政總裁許照中表
示，目前證券商方面收到的資料很少，
故暫難作判斷。現時香港股市亦有部分
股票及交易所基金(ETF)設有港元與人
民幣雙櫃枱，他希望未來的跨境交易會
如此簡單。
若需要到人民幣的交易，則港交所的
「人證港幣交易通」也可起部分功能，
但由於今次涉及的額度大，「人證港幣
交易通」有可能不敷應用，相信本港投
資者最終或需「自備」人民幣，以及開
設人民幣戶口。而這樣，本港市民目前

每日兌換2萬元人民幣的上限，可能亦
需放寬上限或撤銷。
按此推論，香港券商都需要再升級其

交易系統以加強與人民幣的聯繫。雖然
有關成本可能增加，但他認為，對港券
商帶來的好處更大。而半年時間讓本港
券商提升系統，理論上應該足夠。
上交所昨日發表微博稱，將根據《聯

合公告》，與有關各方進一步協商，盡
快達成交易和結算等合作協議，並完成
規則、業務、技術等相關準備工作，並
承諾「在6個月內正式推出『滬港通』
業務」。

技術問題多 恐時間倉促
不過，鑒於諸多交易細節尚待解決，

有業內人士認為，6個月的時間表頗為
倉促。海通證券國際業務部副總經理許
莉認為，要落實「滬港通」有大量技術
細節有待解決，包括外匯結算如何管
理，在A股獲利資金如何徵稅，還有清
算、開戶、託管等一系列難題，這些問
題在6個月內解決有一定難度。
宏源證券策略分析師徐磊也直言，6

個月的時間表頗為倉促，技術問題操作
起來十分困難，他本人並不看好6個月
內就能正式推出。「兩地交易所T+0和
T+1的交易制度差異就不容易解決，如
果上交所簡單向港交所看齊，修改相關
交易規則，將引起上交所交易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滬港通」讓香港散戶
也可直接投資上交所逾560隻個股，內地宏源證券策略分析師徐磊指
出，內地、香港兩地資本市場諸多不同，若香港股民欲買賣A股，
在尋找個股機會前，更應先考慮如何防範風險。
徐磊表示，香港投資者若想在A股「搏殺」，首先必須接受兩地
迥異的交易制度和監管模式。他認為，相較於港股，內地股市不夠
規範，兩地公司、股東文化亦不同，A股公司大股東更為強勢，這些
都是需要提前考量的問題。在他看來，知名國際投資基金在A股市
場鎩羽而歸的例子比比皆是，投資A股防範風險首當其衝。

可揀傳統行業龍頭股
若從投資價值的角度考量，徐磊直言，A股市場的優質股票乏善

可陳，多數個股表現平平，「現時代表內地經濟發展活力的高科技
企業悉數在境外上市，所以對香港股民而言，A股市場的投資空間有
限。」若一定要作出選擇，他建議香港股民可以投資A股傳統行業
龍頭企業，如消費、家電、醫藥等，相對風險較小。至於相較H股
折價較多的金融股，在他看來需國際資金方可拉動，上升空間反而
不大。
不過申銀萬國市場部研究副總監錢啟敏仍看好A股市場的金融
股，認為折價意味着有上升可能。另外，一些本港資本市場相對稀
缺的股票也具有投資價值，如中醫藥股以及高端白酒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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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對於滬港兩地市場半年後將實現互聯
互通，許多內地投資者對此十分感興趣，
他們藉此可以投資香港紅籌股，大型H股
和具有增長潛力的科技股，並可利用香港
市場無漲跌幅限制把握機遇，規避風險。
由於A+H股導致許多股票價差大，因此

其帶來一些投資機會。中信達資產管理公
司副總經理曹伴勇表示，他已在銀河證券
開了香港賬戶，可以比較方便地投資港
股，他認為，可挖掘兩地市場價差大的藍

籌個股進行投資，哪邊低投資哪一邊。如
當兩地市場互連消息發布後，昨日許多A+
H中A股因低於H股，受到市場資金追捧，
紛紛出現漲停潮。未來該板塊仍有投資機
會。

看好藍籌科技環保股
在深圳從事媒體行業的曹海東告訴記

者，滬港兩地市場互通後，因香港許多個
股市盈率低於A股，具有較好的投資價
值。他會買入藍籌股和科技股，如蘋果
iPhone 6馬上要上市，其帶來的相關概念股
受追捧，而LED、新能源和環保股等也值
得投資。但他不會投資價格過高的騰訊
（0700） 和 增 長 業 績 放 緩 的 中 移 動
（0941）。
深圳一台資公司客戶經理王朋飛也告訴

記者，他對港股了解少，剛開始他關注港
股投資風險，先要利用未來半年時間研究
港股，當他有把握時再考慮投資，他對科
技類、資源類和地產類股票有投資興趣。

設50萬門檻
主打中產階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滬

港通」要求投資港股的內地股民賬戶資金不低於
50萬元(人民幣，下同)。記者昨日走訪各證券交易
營業點時發現，很多散戶普遍對此限定有所不
滿，覺得「港股通」基本把散戶排除在外。
有10多年股齡的孫女士之前就有留意此消息，

但昨日公告中對可參與港股投資者的門檻設定卻
很讓她失望，她說，內地股票的投資者仍是散戶
為主，50萬元的「起步價」傷了很多散戶的心。
記者採訪期間，有一位情緒激動的中年男子在

交易大廳裡直呼：「機會都留給大戶了，散戶依
然空歡喜。」他向記者表示，原本可以利用兩市
差價較大的個股有一個短線平衡的套利機會，但
現在卻規定參與港股要有50萬元賬戶餘額，使得
他只能「望差價而興歎」。

存風險有閒錢才參與
對此，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曉蕾認為，50

萬元門檻的設定是出於對投資者的保護，因為市
場存在風險，有較多閒錢的中產階級才有資格放
手一博。
湘財證券上海泰興路營業部總經理周樂峰告訴

記者，目前A、H股差價較大，投資者首先考慮
的的確是如何套利。但從政策層面來說，滬港通
更重要的作用在於A股大盤藍籌股的估值修復，
因此設立50萬元門檻，也可以理解為政府希望資
金更多的用戶參與到其中來，使兩地上市公司股
價趨於接近。

30年股齡苗先生：
絕對會買A股

有香港散戶期待互聯互通刺激本地市況，認為
香港股票市場面向國際，有成熟交易制度，可補
內地A股監管不足，對小投資者是一條買A股的
可靠途徑，又認為A股各板塊的龍頭股「博得
過」，值得吸納。
在中環耀才證券行打躉，有30年股齡的苗先生
昨日說，「絕對會買A股」。他認為，現時炒家
對內地交易制度缺乏信心，而互通試點正是A股
曙光，因香港本地穩健監管制度給予A股好友安
全通道，免去對內地監管及制度的疑慮。苗先生
屬意板塊龍頭股份，看好行業領導企業透明度
高、市場熱衷炒賣及財務穩健的特點。
另有小投資者保持冷靜，覺得互通政策效果有

限。駐足耀才銅鑼灣分行的李女士相信，市場經
已消化有關消息，內地資金早就充斥本地，互通
試點效果成疑，故此不落注A股。

■記者 謝孟謙

專家教路：炒A股前先看風險

■香港證監會表示，滬港通推出前須先落實監管及加強跨境執法。 資料圖片

■曹伴勇
表示，港
股市場許
多藍籌值
得投資。
李昌鴻攝

■香港散
戶苗先生
說：「絕
對會買 A
股。」
謝孟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