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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料數月擴投資範圍
李小加冀可納衍生產品及抽新股

滬港通昨日啟動，港股「反高潮」，恒指先
升後跌。滬港通首日冷靜開場，主要原因是過
去一周滬港通開通的消息，令港股已累積不少
升幅，滬港通啟動成為資金沽貨獲利的良機。
不過，滬港通啟動首日冷靜實無須過慮。內地
存款佔國內生產總值40%，資金規模約40萬億
元人民幣，只要部分存款投資港股，就成為龐
大的資金來源。因此，滬港通啟動長遠利好港
股。香港要盡快恢復正常法治環境和社會秩
序，以增加內地投資者對港股的信心和熱情。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持滬港
通開通儀式的致辭中指出，滬港通有兩方面的
具體意義：一是增強兩地股票市場的綜合實
力，擴大兩地投資者的投資渠道，提升兩地市
場的競爭力；二是支持和配合內地資本項目逐
步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推動人民幣
成為國際市場的投資貨幣。這兩方面的意義，
對港股長遠的影響都是利好的。

滬港通是推動兩地股市雙向開放的重大創
新，有利投資者共享兩地經濟發展的成果。從
內地投資者的角度看，11月14日恒生AH股溢
價指數收於 101.56 點，這意味着 A+H 股公司
中的A股股價已總體上高於H股。換句話說，

到滬市買A股不如向香港股市買H股便宜。
滬港通啟動之前的 QFII 制度與 RQFII 制

度，都是讓境外的投資者投資內地，但滬港通
卻是讓內地廣大投資者投資港股。內地資金規
模龐大，投資香港樓市或會形成泡沫，但投資
港股則是好事。截至9月底，恒生指數靜態市
盈率僅為10.80倍，遠低於1986年以來的月度
均值 14.57 倍。滬港通啟動後，有利港股走
勢，會增加港股成交量。以港股整體市值計，
港股日均成交額約 600 億元左右，若交投增
加，可刺激金融市場推出新產品，推動新股上
市等集資活動，有利於香港擴展金融市場寬度
和深度。

滬港通啟動首日港股「反高潮」，是由於資
金乘機沽貨獲利。而內地投資者對港股的冷
淡，除了內地投資者對投資港股還不熟悉之
外，曠日持久的非法「佔中」衝擊香港金融穩
定，也影響了內地投資者對香港股市的信心。
因此，要真正形成兩地股市雙向開放，滬股港
股齊齊興旺，就必須盡快依法結束「佔中」。
非法佔領行動若再拖延下去，滬港通就缺乏良
好社會秩序和法治環境配合，港股慘淡、滬市
興旺的情況還可能延續下去。

滬港通啟動 港股開場靜長遠好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表示，每個國

家都有權不准任何人入境或進入某地區，學
聯所做事情全不合法，目前仍然霸佔街道，
她不認為中央有與學聯對話的理由。必須指
出的是，學聯策動組織「佔中」，一是違
法；二是對抗中央，排斥中央對港的全面管
治權，現又企圖闖京搞事，被拒入境合法合
情合理。

學聯鼓動組織的「佔中」行動，本身就是
違法行為。現在因學聯堅持不撤離，「佔
中」遲遲不能收場，連法庭頒發的禁制令亦
置若罔聞，目的就是要延續「佔中」殘局，
以要脅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本港政改
作出一錘定音的決定，具有憲制性的權威，
是不可撼動的。學聯偏偏還要不切實際地提
出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一意孤行要
求推翻人大決定，完全不尊重中央對港的全
面管治權，肆意挑戰中央。學聯裝腔作勢要
闖京，就是要製造對抗中央的局面。

即使是立法會議員要求與中央官員見面，
也要經過正常的安排。學聯完全是無法無
天，一方面搞違法「佔中」、挑戰中央，另
一方面又要「闖京」鬧事，內地有關部門理

所當然要註銷學聯頭頭的回鄉證。學聯代表
被拒絕進入內地搞事，本港社會不僅沒有出
現學聯希望見到的對中央不滿的情況，反而
是市民對學聯的所作所為嗤之以鼻，對其禍
港殃民、不惜一切激化矛盾的言行極之反
感，認同內地拒絕學聯入境的處理。

中央長期大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推動依法落實普選。國家主席習近平最
近在北京會見特首梁振英時再次重申「三個
堅定不移」，表明中央真正關心香港，支持
香港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因為違法「佔中」
行動而取消或改變。昨日啟動的港人期盼已
久的「滬港通」就是明證。中央對港的濃情
厚意，廣大香港市民深有體會，絕不同意採
取違法行為對抗中央，破壞兩地和諧關係，
損害港人自己的利益，動搖香港繁榮穩定的
基礎。近日多項民調均顯示，7成的市民要求
佔領者盡快撤離。學聯高調闖京，企圖搞事
以延續喪盡人心的違法佔領行動，悖逆主流
民意，中央當然不會讓這些跳樑小丑有任何
做騷的機會。法庭的禁制令即將實施，學聯
如果還不懂懸崖勒馬，繼續與民為敵，堅持
佔領行動，必定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學聯違法「佔中」對抗中央不得人心

無上限兌換 工銀11厘息賭人幣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港人
昨日起可每日無上限兌換人民幣，各家
銀行紛紛推出高息產品搶客。工銀亞洲
昨推出人民幣結構性存款SID，9 月潛
在回報年利率高達11%，昨起至周五認
購。
工銀亞洲又表示，昨日兌換人民幣的
香港客戶中，有逾3成客戶兌換銀碼超過
以前2萬元的上限。該行昨日收到不少客
戶查詢滬港通情況，包括查問開戶、怎
樣辦理滬股交易、清算和收費等事宜。
當中表示有興趣投資客戶與目前觀望客
戶人數相若，相信有個別客戶會觀察這
幾天市況才作決定。
另外，恒生銀行昨宣布，由即日至今

年12月31日，恒生優越理財、優進理財
及綜合戶口客戶，經分行、電話理財服
務及恒生個人e-Banking，以港元兌換人
民幣，金額一次過達1萬元人民幣或以
上，並同時設立1星期至3個月的人民幣
定期存款，可享優惠年利率。

恒生1星期高達6.38%
恒生於新聞稿披露，優越理財及優進

理財客戶以港元兌換人民幣10萬至500
萬元，並同時設立1星期至3個月人民幣
定期存款，年利率更加優惠，1 星期高
達 6.38%。1 個月、2個月和3個月的年
利率也分別達到 5.38% 、 4.38% 和
3.38%。

肖鋼：跨境投資開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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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昨
日開通，作為一
個 重 要 歷 史 時
刻，很多股份都
希 望 搶 佔

「第一股」美名。但「港股通」
的第一宗交易就出現了「羅生門
事件」。上交所原本公布首隻成
交的港股是長實(0001)，但港交
所下午澄清，第一個對價成功的
應是騰訊(0700)。出現這個狀
況，主要是第一個把信息傳回上
交所終端機的是長實(0001)，但
由於滬港之間有少許「時差」，
最終騰訊比長實快萬分之二秒成
為第一，「超人」輸了「馬鼻」
給「企鵝」，歷史的一刻拱手相
讓。而昨日首單滬股通為伊利股
份（600887）。

滬港交易所互送「歷史文物」
每逢新股上市，港交所及新上

市公司均會互贈紀念品，昨日的
開通儀式兩地交易所亦有同樣的
儀式。不過今次的紀念品更有價
值，絕對有潛力成為「歷史文
物」。港交所向上交所致送9隻
同在1993年赴香港上市的H股原
始股股份，包括青啤(0168)、上
石化(0338)、京城機電(0187)、廣
船(0317)、馬鋼(0323)、昆明機床
(0300)、儀征化纖(1033)、天津創
業環保(1065)及東方電氣(1072)。

上交所昨亦向港交所贈送「老
八股」的實物股票，以印證這個
歷史時刻。所謂老八股是指上交
所在1990年12月19日開門時候

上 市 交 易 的 8 隻 股 票 ， 包 括 方 正 科 技
（600601）、儀電電子（600602）、飛樂音響
（600651）、愛使股份（600652）、申華控股
（600653）、飛樂股份（600654）、豫園商城
（600655）、博元投資（600656）。

同步開通 被「時差」作弄
滬港交易所昨日破天荒同步舉行「開通」儀

式，兩個會場實行直播，但可能開通儀式演習
尚不夠，結果敵不過「時差」作弄。

昨日香港特首梁振英致辭太早完結，加上兩
地直播有時差，上海一方致辭又未完結，故上
交所沒來得及與港交所作即時互動，要由港交
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上台將時間一拖再拖，但最
後小加亦告詞窮唯有「投降」，結果大家在一
片笑聲下，彌補「時差」的尷尬。

在昨日接受訪問期間，港交所主席周松崗突
然大爆李小加在滬港通準備期間，曾與家人前
往不丹旅遊，但由於滬港通準備工作逼切，小
加在旅遊第一天就狠撇妻兒趕回港處理公務。
滬港通終於開通，相信他可以再續這個未完成
的旅程。

滬港通開通儀式，吸引超過200名中外記者
到場。不過，記者入場前均須經保安檢查，主
要不是檢查其他東西，而是收起大家的雨傘，
離開時才可領回。各傳媒也相當合作，不單無
不愉快事件發生，更由於與上交所的互動，現
場氣氛輕鬆歡樂，笑聲不絕。

■記者周紹基、陳堡明、孔雯瓊

香港證監會主席唐家成出席滬港通通
車儀式後表示，經過6個月兩地監

管機構合作，昨日的工作才告正式展開，
他表示，該會會留意滬港通的額度，觀察
市場能否應付波動。

兩地合作應付市場波動
唐家成又說，因應滬港通啟動，內地的

中證監同意，可即時提供兩地的客戶投資
資料，兩地的監管機構密切監察市場穩定
性，以及有否違規行為，雙方會加強合作
及定期會面，以加強保障兩地投資者。
他續指，滬港通只是試點計劃，還須一段

時間觀察，下一步再研究「深港通」。唐家
成又強調，不會以滬港通的首日表現，來衡
量整體額度是否足夠，需待市場買賣運作一
段情況後，再考慮額度應否提升。
對於滬港通首日開車表現，瑞信董事總
經理陳昌華昨日於記者會表示，內地富戶
早於10年前已從其他途徑參與港股投

資，故乘坐港股通的以內地散戶及機構投
資者為主，散戶第一日不敢輕舉妄動，而
內地投資者基礎遠弱於國際大行，所以出
現南北巨大交易額差異。

瑞信批深港通1年內開車
對於滬股通配額供不應求，他估計未來

會加大額度，但認為會先開通深港通後才
考慮擴大額度，因兩者都是引入外資的途
徑，而其中深交所爭取深港通的力度較
大，預測一年內深港通將開車。
陳昌華對A股前景感樂觀，到2020年
滬港通可促使外資投資A股的規模翻一
倍以上，由現時約500億美元增加至約
1,000億美元。陳昌華又提及滬港兩地
的交易制度相異，而更改制度有困難，
投資者需要磨合及接受。另外，香港投
資者亦需注意，由於透過滬股通投資是
以證券公司名義，所以投資者將不具投
票權。

安永：A股透明度低要留意
貝萊德董事兼香港零售及iShare安碩分

銷業務主管李紹莉昨表示，因滬港通才第
一天開通，現時未能作評價，長線而言，

對滬港通開通感到樂觀。
而安永亞太區金融服務業監管諮詢服務主

管周勵勤提醒，有意投資A股人士需小心內
地公司的管理問題，因為內地股市仍在發展
中，訊息披露方面未及完善，透明度不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黃萃華、曾敏儀）港交所(0388)行

政總裁李小加昨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預期只需數月，便可把

新股及衍生工具產品，納入「滬港通」可投資範圍內，而與深交所互

聯互通，則只是時間問題。目前將搜集更多的滬港通訊息及數據，再

審視額度及其他規則。他也希望兩地的IPO短期可透過滬股通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倪夢璟上海報
道）昨天上午9：30，隨着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中
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昨於上交所共同鳴鑼宣佈滬港
通開市，滬港兩地證券市場成功實現互聯互通。
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在開通儀式上致辭時表

示，滬港通是資本市場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意
義重大、影響深遠。在中國資本項目尚未完全實
現可兌換的情況下，開創了操作便利、風險可控
的跨境證券投資新模式。滬港通豐富了交易品
種，優化了市場結構，為境內外投資者投資Ａ股
和港股提供了便利和機會，促進兩地資本市場的
共同繁榮發展；有利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有利於推進人
民幣國際化，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
度。

楊雄望深化滬港金融合作
上海市市長楊雄說，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國

家對上海的戰略定位，也是上海不懈努力的目
標。上海要以滬港通為歷史契機，進一步深化滬
港兩地金融合作，不斷提升上海金融市場的國際
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

桂敏傑：上交所邁國際化
上交所理事長桂敏傑說，滬港通是國家開放戰略

的一部分，也是中國資本市場新一輪高水準雙向開
放的升級版，對上交所來說，更是朝着國際化目標
邁出了重要一步。業界料滬港通的啟動是內地資本
市場開放的起點而非終點。其首日平穩運行，為資
本市場今後繼續推動雙向開放奠定了良好基礎。

中銀：短期表現難作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滬

港通」昨首日開通即唱反調，南下資金
表現未如預期。中銀香港(2388)個人金融
及產品管理副總經理周澤慈昨早見記者
時表示，「滬港通」是長期投資市場，
而南向和北向的投資亦有所不同，因此
不能單靠一個早市來評論。

大型國企受投資者歡迎
他表示，滬股通的額度一開市已用近

一半，客戶反應熱烈，但因客戶網上交
易系統作交易，因此未有因此大量增加
人手應對。他補充指，大部分本地客戶
均對A股有興趣，但初時偏向審慎，加
上需要了解清楚A股的交易過程，周澤

慈預計，大型國企及一些內地股市獨有
的股份，如稀土資源及軍工股等會較受
投資者歡迎。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右)預期，只需數月便可把新股及衍生工具產品，納入「滬
港通」可投資範圍內。旁為港交所主席周松崗。 張偉民攝

■中國證監會
主席肖鋼指
出，滬港通是
資本市場的一
項重大制度創
新，意義重
大、影響深
遠。 中新社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產品管理副總經
理周澤慈(左) ，與「滬股通」投資者區生
及區太。 黃萃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