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港通正式落實在下星期一開通。特首梁振

英感謝中央對香港的信任及支持，金管局指出

兩地股票市場的打通將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

發展推上更高台階，港交所指滬港通開通具歷

史意義。事實上，因「佔中」阻礙而延遲的滬

港通能夠落實開通，不僅顯示了中央對梁特首

的堅定支持，表明中央對特區政府依法處置非

法「佔中」有信心，而且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

的關心、支持和包容。

滬港通對內地及香港都是重大的計劃，旨在

實現滬港兩地的優勢互補，最終實現兩地共贏

的格局。滬港通對中國改革開放、人民幣國際

化等都有戰略意義，同時有利於香港擴展金融

市場寬度和深度，增強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

進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香港未來

十至二十年的繁榮至關重要。

滬港通是香港金融市場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對香港的經濟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都會帶來長

期利好。一方面，股票市場對香港GDP的貢獻

率達到16%，滬港通開通將進一步增強香港市

場的活力，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地

位；另一方面，香港始終扮演中國改革開放試

驗田的角色，而滬港通開通使香港作為人民幣

離岸市場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會進一步擴

大在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使用量，確立香港作為

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的地位。

但是，滬港通涉及人民幣國際化及開放資本

賬的重大金融改革，關乎國家金融安全，需要

香港具備良好社會秩序和法治環境。滬港通因

為「佔中」一度延遲。滬港通能夠落實開通，

是因為中央對特區政府依法處置非法「佔中」

有信心。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會見出席亞太經

合組織會議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特別肯定和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為維護法治權威、維護

社會秩序所做的大量工作。滬港通開通顯示中

央對特區政府依法處置非法「佔中」有信心。

最新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有 70%的人認為

應停止佔領。這與「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收

集到的183萬個市民簽名、理工大學近日公布的

最新民調顯示73.2%受訪市民認為「佔領」人士

應即時退場，是一致的，都顯示依法結束非法

「佔領」，已得到清晰的民意授權和強大的民

意支持。立即結束「佔中」，繼續推進政改，

是香港的主流民意。主流民意期盼在基本法及

全國人大決定基礎上，社會各界共同推進香港

民主化進程，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滬港通開通顯中央支持和包容
高等法院法官昨正式下令延長針對旺角和

金鐘「佔領」地點的臨時禁制令，並強調警

方亦獲授權，如果有人阻礙執達吏執行禁制

令，可以將有關人士拘捕或移走，盡快移交

法庭。面對佔領者全然不理會禁制令的現

實，法庭確有必要授權警方執法，以將頑固

抗拒禁制令的人繩之以法。警方有責任堅決

執法，盡快恢復香港的法治秩序。

「佔中」本身就是違法行為，發展到連法

院頒發的禁制令也置若罔聞，令香港一向良

好的法治受到前所未見的衝擊，可以說是罪

加一等。高院延長禁制令的判詞中，特別指

定執達吏可以採用適當及必要的行動，移除

路障，有需要時可向警方尋求協助；而警方

亦獲授權，如果有人阻礙執達吏執行禁制

令，可以將有關人士拘捕或移走，盡快移交

法庭。法庭的判決，顯然是希望公眾了解違

反法庭命令的後果，切勿以身試法。

有法必依是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重要體

現，市民必須尊重法庭判決，尊重法庭命

令，完全遵從法庭的命令去做。「佔中」

已經擾攘一個多月，堵塞交通、癱瘓秩

序，不但給市民造成慘重損失，更令香港

最重要的社會根基──法治精神被動搖。

如今法院已經賦予執達吏、警方清除路障

的權力，執法機構理所當然應堅決執法，

協助提出禁制令的團體根據禁制令清除路

障，將頑固抗拒禁制令的人繩之以法。更

重要的是，通過執行禁制令彰顯法治的權

威和阻嚇力，顯示香港的執法和司法機構

有決心、有能力維護法治，恢復正常秩

序，保障廣大市民的正當權益，絕不容許

「佔中」者將自己的訴求凌駕於法律之

上，將香港變為無法無天之地。

必須指出的是，反對派的余若薇、梁家

傑、何俊仁等身為大律師、律師，竟然教唆

佔領者拒絕禁制令。頒發禁制令的高等法院

法官曾提醒，任何人都要遵從禁制令，協助

及慫恿違反禁制令的人士，亦是藐視法庭。

反對派的所謂「法律精英」蓄意教唆他人漠

視禁制令，公然藐視法庭，性質嚴重、證據

確鑿，必須追究刑責。有關行為也嚴重違反

專業守則，是對法律界聲譽的戕害。律師

會、大律師公會有責任就業內教唆抗拒禁制

令的行為展開研訊，作出相應處分，懲治害

群之馬，維護業界的專業聲譽和水平。

執行禁制令 警方須堅決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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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內地客鍾情「港股通」
港散戶暫觀望至上 下周撲入滬A股不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裘毅）兩地
股民引頸以待的滬港通將於下周一正式開通，
消息刺激內地及港股俱造好。滬深A股氣勢如
虹，雙雙升逾2%。反觀港股，恒指裂口高開
524點，並一度升逾560點，高見24,110，但午
後獲利盤湧現令升勢大幅收窄至194點，收報
23,744點，未能重上24,000點大關。港股大幅
跑輸A股，令不少上午追入的投資者失望。

港交所升4.6% 今周上試24,200
港股昨日成交額急增至925億元，較上周五

急逾 25%。滬港通概念股大升，港交所
（0388）最多曾升5.35%見185元，全日收報
183.6元，仍升4.56%；券商股獲追捧，信達國
際（0111）升 7%，第一上海（0227）升近
8%，龍頭股銀河（6881）及海通證券（6837）
均升約3%，華富（0952）與耀才（1428）分
別升7%及4%。
A股方面，上證綜指收報 2,474 點，漲幅
2.30%，成交2,452億元人民幣；深證成指收報
8,410點，漲幅 2.13%，成交 1,952億元人民
幣。滬股通下周一正式開通後，港人可投資上
證180及上證380指數的股份，上證180昨收報
5,596點，升2.69%；上證380升1.7%，收報
4,402點。惟創業板收跌0.15%，報1,515點。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港股尾市
回吐，相信與個別投資者先行獲利出貨有關，
但短線來說，滬港通對兩地市場氣氛有正面刺
激作用，故他對後市仍樂觀，相信恒指在
23,600點有較強支持，待獲利盤消化完成，本
周有望上試24,200點。

AH折讓股熱炒 重鋼漲28.8%
不過，滬港通開通後的情況，也成為投資者

關注焦點，在觀望氣氛下，對港交所及券商股
未必有太大的拉動，而AH折讓股再炒上的空
間也不大，呼籲投資者若獲利，可逐步減持。
多隻 AH 折讓股都有炒作，浙江世寶

（1057）急漲 16.3%，山東墨龍（0568）升
13.88%，東北電氣（0042）急升17.8%，洛鉬
（3993） 漲 8.8% ， 重 鋼 （1053） 更 爆 升
28.8%。另外，滬綜指創三年新高，A50
（2823）及南方A50（2822）衝高3%至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滬港通
昨突襲宣布開通日期，港交所（0388）
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午再次向記者強調，
滬港通已經準備就緒，雖然稅務問題未
解決，但對他個人而言，相信問題已經
解決，又指有關沽空及「即日鮮」的問
題最快2015年可以解決，即投資者可於
本港沽空A股。

確認參與券商 周六最後測試
李小加昨直言，基本上大部分工作已
經解決，不論是取得各項牌照、系統準
備、以至跨境銀行配套安排均已準備妥
當，並最終落實568隻股票予北向資金交
易，及268隻股票予南向資金交易，於下
周一便可正式購入上述上市公司。
開通在即，未來一周的工作變得至為

關鍵，由昨日起的五個工作天，港交所

將收集參與商的確認文件及按金，投資
者亦向所屬券商簽署同意文件。港交所
亦將會於本周六進行開通前最後一次測
試，以確保系統能運作正常，並於下周
一正式開通。
券商反應亦十分積極，97間於8月及9

月參與市場預演的券商中，截至昨日為
止，已經有73間成功登記。除內地及本
港券商外，李小加指境外投資者對此表
現出非常強勁的興趣，因滬港通標誌着
內地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第一步。
至於市場關注的A股沽空的安排，李
小加解釋，由於A股對沽空有嚴格監
管，包括必須有貨在手等，使兩地就沽
空問題上仍需時研究，預期最快明年初
能達成共識，即投資者可於本港沽空A
股。
市場另一個關注問題是「即日鮮」的

安排上，因A股目前仍禁止即日交易同
一股票的規定，兩地交易所亦會於未來
繼續研究，相信明年中將可於本港實施
即日買賣A股細則。

匯豐:滬港通助拓市場深度
匯豐環球投資管理昨日推出全新「中國

多元資產入息基金」，碰巧遇上滬港通，
該行股票投資管理董事陳淑敏樂見其成，
基金可投資40%A股市場，其中有10%將
透過滬港通買貨，已準備好開通後購入A
股，認為滬港通有助拓展市場深度。
中銀香港（2388）亦發新聞稿表示歡
迎開通滬港通，該行人民幣業務主管楊
如海表示，計劃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新渠
道投資人民幣市場，隨着滬港通開通，
在QFII的配合下，相信會進一步鞏固本
港作為主要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港交所：明年可炒A股「即日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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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就市場有擔憂兩地監管政策不同，滬港通或
引發套利，上交所昨日對此強調，在「閉
環」交易、額度控制等機制安排下，滬港通
不存在制度層面的套利。據悉，本月15日，
上交所將組織全市場交易系統通關測試。

兩地市場獨立運作
談及坊間對滬港通制度套利的擔憂，上交
所強調，儘管滬港兩地的證券交易制度和監
管環境存在一定差異，但在滬港通「閉環」
交易、額度控制等機制安排及兩地監管機構
通力合作下，將為滬港通的有效運行進行充
分準備，不會帶來制度層面的套利。上交所
並補充，滬港兩地的市場運作實際上是完全
獨立的，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可能形成系統性
的套利渠道與機制。
「對於A+H股而言，由於目前A股和H股

不能相互轉換，投資者通過滬股買入的A股並
不能在香港市場轉換成H股賣出，因此A股
和H股之間並不存在套利機制。」上交所相
關人士表示，近期市場上出現的A、H股價差

收斂現象，主因投資者的預期推動，而並非
真正的直接套利行為造成。

內地加快試推T+0
滬港通將促進內地證券市場交易制度的完

善，有猜測認為，在滬港通成功推出後，上
交所將加快實施特定範圍的T+0機制。對
此，上交所明確表示，T+0一直是上交所重
點研究推進的創新，滬港通的推出無疑將加
快這一領域的探索，內地證券市場目前已經
具備了實行T+0的條件，滬港通開通後，上
交所將配合監管部門積極推進對現有T+1交
易制度的研究評估，在防控風險基礎上，開
展試點。
據上交所公布的日程，本月15日，上交所

將組織全市場交易系統通關測試。17日，上
交所網站滬港通專欄將發布參與「港股通」
業務會員名單和當日「港股通」股票名單。
試點初期，對人民幣跨境投資額度實行管
理，「港股通」總額度2,500億元，每日額度
105億元，參考交易標的證券268隻，首批參
與會員共89家。

上交所強調：不存套利

本報記者昨日上午走訪上海各大證券公
司，包括國泰君安、招商證券、銀河證

券等營業部時，注意到港股通戶口的櫃台客
戶並不多。不過業內人士稱，這並不代表滬
港通不受關注，而是股民現時毋須親身到證
券行開戶。

合資格客 開戶比例達雙位數
招商證券江蘇路證券營業部經理嚴智浩表
示，關注港股通的客戶其實非常多，就招商
證券來說，有60%至70%的客戶對港股通有
濃厚興趣。現時之所以不易見到散客，首先
是客戶可通過網絡開通港股通，網上系統更
方便，客戶來櫃台只需交手續費，5分鐘可
「搞掂」。其次，很多證券公司營業部
「藏」於寫字樓中，部分客戶仍處於觀望階
段的客戶較願意利用電話諮詢。據悉，在達
到開戶資格的客戶中，開戶比例已有雙位
數，預計未來比例會持續增高。
目前，若想開通港股通，證券賬戶資產需

達50萬元。但嚴智浩介紹，資產50萬元，並
不表示賬戶裡要有50萬元的長久存款，而是
只需開戶當天有50萬元「過夜」。「客戶來
公司開戶是一個預開戶，當天存入50萬元，
第二天早上開市之後就可取走，而因為系統
查詢到該客戶資產達50萬元，所以預開戶即
變正式開通」。所以「規定要求有50萬元資
產，但是其實門檻並不高。」
上海資深股民張先生已開設港股通賬戶，
因他本身對港股非常感興趣。然而，因為港
股畢竟和A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即使已開通
賬戶，對於未來的交易，他表示還是要先觀

望。如果交易，首選應該會是內地無法買到
的知名企業，如中移動（0941）、騰訊
（0700）等。

擬追入A股先嚐「頭啖湯」
本報記者昨日走訪本港的證券行，本港散

戶相對觀望為主。散戶蔡先生相信，滬港通
「開車」初期，本港大部分的散戶未必有興
趣，尤其是目前沒能買賣A股的輪證，正股股
份的波幅又不大，倒不如買入藍籌股的輪
證。但他指買入A股的相信主要為基金大戶，
但該批高端投資者，正是有能力「撐高」A股
的人士，所以，他會考慮下周一立即追入A
股，先嚐「頭啖湯」。
他預計，內地有可能趁年尾推出一些刺激

政策，港股及A股有望在這兩個月衝刺。他個
人準備了若干數額的資金，準備小試牛刀。
香港投資者周女士指，對滬港通一直具信

心，因為此乃國家重點政策。至於下周一滬
港通開通，她則暫時不會買入A股，因為額度
有限，無謂跟大戶搶貨，倒不如手持港股，
待內地投資者來買，也算是搭上滬港通的
「順風車」。
香港散戶盧太早已入市香港掛牌的內地證

券股，屢有斬獲。她曾參加證券行的A股教學
電子落盤教學講座，但暫未開通帳號，會先
觀察首日開通情況再決定。
不過，據摩根資產管理上月中公布的調查

顯示，當中有51%受訪者表示有意投資A
股，47%更將滬港通置於投資考慮中。同時，
更有超過七成受訪者，將內地視為短期內最
具增長潛力的市場。

滬港通下周一將正式開啟，早前有指內地股民對「港股通」反應較為冷

淡，不過有內地券商指，雖然部分人還在觀望中，但其實多達70%內地股民

對港股通興趣濃厚，在達到開戶資格的客戶中，開戶比例已有雙位數。對比

內地散戶的躍躍欲試，本港散戶相對較審慎，準備下周一撲入「滬股通」的

不多。不過，早前本港有調查指出，有51%受訪者表示有意投資A股。

■記者 周紹基、倪夢璟 、陳楚倩 香港、上海報道

■香港散戶蔡先
生考慮下周一立
即追入A股。

■招商證券嚴智浩表示，關注港股通的內地
客戶非常多。 倪夢璟攝

■香港散戶周女士稱，暫時不會買入A股。 陳楚倩 攝

■內地散戶躍躍欲試，但本港散戶相對較審慎。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