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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股民忙炒A股 對港股通不感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倪夢璟上海報道）
滬港通啟幕近一月，恰逢A股「瘋牛」，令內地股民
打消「南下」興趣，港股通日均成交僅7.75億元，累
計用了83億元人民幣額度，佔整體2,500億元額度約
3.3%。據本報記者走訪，目前，內地股民迫不及待復活
「殭屍」賬戶，想方設法募資「押寶」A股，對港股通
幾乎完全「不感冒」；慣於頻繁換手的內地股民對交易
成本十分敏感，偶有試水港股通的散戶，頗為匯兌所
困；亦有股民抱怨所得港股信息有限，券商提供的服務
很不到位。券商則奔忙於「槓桿遊戲」，據稱早前被指
派的港股通客戶指標，近期亦不再有人提及。

券商：港股通反應遜預期
券商界高層人士在接受本報採訪時直言，港股通通

車前，確實不被業界看好，但當時並未料到實際成交

量如此之低。他並指，旗下營業部一個月內做過港股
通交易的客戶，僅錄得個位數，早前拉到的港股通開
戶股民，多數是按兵不動。上述人士還透露，在滬每
家營業部曾被下達過200個港股通客戶的指標，在港
股通通車前，距上述指標還有一大截差距，原本指望
交易啟動後可以催熱開戶，孰料情況更加糟糕，近一
個月內新開戶數幾乎為零，好在總部也已經不再提及
指標事宜。

A股業務突急增應接不暇
據指，近年來A股大走熊市，不少券商歷經多輪

「裁員潮」，營業部人手十分有限，如今股市突然大
熱，業務陡增令券商們應接不暇。相關券商營業部職
員表示，近期因遺忘交易密碼等原因，要求重啟「殭
屍賬戶」的股民多到爆棚，而融資融券業務也大受追
捧，他們忙到焦頭爛額，「沒有什麼客戶來諮詢港股
通，即便有的話，我們也沒太多時間解答問題。」也
有業界人士直言，由於「錢途」有限，港股通向來未
被券商視為核心業務，且未來A股有諸多創新業務推
出，屆時港股通預計更加不得重視。
內地股票換手率極高，因習慣於短炒，散戶十分注

重交易成本的高低，匯兌風險是其中一大憂慮。雖然
中證監曾出手讓普通投資者可獲得適用於機構的更優
匯率，但股民還是顧慮重重。股民張先生就並未出手
港股通，他指港股通交易中用人民幣換港幣、再換人
民幣的過程，無疑加大了投資風險。「別看匯率每天
波動幅度不大，但我們買股票又不是只買三、五百
元，買得越多，成本越高，風險越大，」張先生坦
言，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之前，他不會考慮進行港股

通操作。

港股信息渠道不暢需完善
此外，港股信息渠道不暢，亦是內地股民選擇觀望

的原因之一。雖然開通港股通賬戶，卻並未進行過任
何交易的王先生表示，自己不了解的東西，根本不敢
買賣。「我們這種想在內地炒港股的股民，得到香港
公司的資料不夠全面，但我有朋友在香港炒股，各類
信息就非常及時。」
對此，招商證券上海營業部一位管理人員也承認，

雖然該公司在香港亦設有研究機構，但相關研究機構
針對的仍是香港當地客戶，對於港股通客戶的服務銜
接還有待改善。他解釋，在港機構會向當地客戶提供
研究報告，但是給港股通客戶的資料，則需內地營業
部自己整理，「有些港股通客戶除了公司名氣大小
外，真的對香港公司一無所知，投資港股是『兩眼一
抹黑』。」他建議，滬港兩地的證券行內部需互通有
無，提供給港股通客戶的大市點評、個股分析等資
料，要進一步完善。

投資港股標的範圍冀擴大
上周末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行的「滬港通——投資領

域新通道」論壇上，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國際部、
研究與信息部主任張旗也表示，較高的匯率和交易成本
對投資者心理衝擊較大，相關資訊服務少，且港股通投
資範圍有限，投資者感興趣的小盤港股並未被列入投資
標的，亦是港股通交易量未達預期的原因。她提出，希
望未來可以擴大香港投資標的範圍，同時放鬆估值匯率
管制，「讓更多的投資者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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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滬港通開通
近一個月，兩地買盤亦印證兩地投資者的不
同投資風格。在北上買滬股的「滬股通」，
買盤近乎全部側重於內地重磅股，反映本港
及外資投資者主要有炒作A股獲納入MSCI指
數的概念。而南下買港股的「港股通」，熱
門股多為港人較少關注的股份。

滬股通側重中資金融股
在滬股通的買盤上，中資金融股在每日十大

滬股通成交中，佔去半壁江山。熱門A股包括
了內險股平保(601318)、國壽(601628)、太保
(601601)；券商股要數中信証券(600030)、海通
證券(600837)、華泰證券(601688)最暢旺。
內銀股中，四大銀行自然是熱門，但中型

行似乎更受歡迎，包括浦發銀行(600000)、招
商銀行(600036)、興業銀行(601166)、交通銀
行(601328)及民生銀行(600016)等。曾試過12
月1日那天，十大滬股通成交股份，盡皆中資
金融股。
若撇除金融板塊，其餘有上過十大成交榜

的 A 股，整個月下來，只有大秦鐵路
(601006)、上汽(600104)、海螺(600585)、貴州
芧台 (600519)、伊利 (600887)、青島海爾
(600690)、宇通客車 (600066)、上海機場
(600009)、北方導航 (600435)、國投電力
(600886)、中旅(601888)及保利地產(600048)12
隻股份，可見滬股通的首個月，成交相當則
重於中資金融股，而非事前預期的軍工股。
總結來說，平保與中信証券是整個月最活躍
的兩大股份。

港股通熱門股多為奀股
在港股通方面，過去四周港股通十大成交

股份，則有各式各樣的股份，而非像首周般集中在騰訊
(0700)身上。值得關注是部分較少港人關注的股份，卻受
內地投資者的喜愛，例如漢能薄膜(0566)就錄得不俗的破
億元成交，該股自滬港通開通以來，已累計升約五成。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指出，熱門港股通股份中，

除了騰訊外，其實很多股份都屬大投入的高科技股，例如
中芯(0981)、昆明機床(0300)等，例如還有一拖(0038)、廣
船(0317)等大型機械股份，顯示內地散戶對有關領域較本
港投資者更熟悉。

合資格股票名單首調整
另外，在滬港通推出後，由於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和恒

生綜合中型股指數進行調整，港股通合資格股票名單曾進
行相應調整，增加5隻香港股票，令港股通名單增至273
隻。另自今日（15日）起，滬股通股票因新增28隻及刪
除27隻股票，最新合資格股票將有569隻。

滬港通到後日將運作滿一個月，李小加昨日
回顧滬港通首4周表現時指出，滬港通自

11月17日推出以來，各項運作平穩順利，為海
外投資者和中國內地投資者都提供了長期、穩定
和高度市場化的投資便利。如同所有新的市場基
礎設施一樣，滬港通的巨大發展潛力將逐步釋
放，預計隨着投資者逐步熟悉滬港通機制和評估
它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參與滬港通的投資
者會大幅增多。

李小加：滬港通揭開新紀元
李小加還表示，滬港通的順利推出是中國金融

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它突破性地開啟了中國資
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新紀元，同時也鞏固了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並對港交所能參與創造此
一歷史里程，「感到十分自豪。」

啟動後成交額均超額度用量
由於滬港通的額度用量是以買盤減去賣盤計，

成交額則以買賣盤合計，因此滬港通的成交情況
不能單看每日或過去4周用剩的額度。根據港交
所的統計數字，滬港通自啟動以來，首4周每日

的買盤均多過賣盤。自上月17日滬港通推出至
本月12日的首20個交易日，滬股通平均每日成
交為58.4億元，平均額度用量為32.9億元，佔每
日額度上限130億元的25.3%。同期，港股通平
均每日成交為7.57億元，平均每日額度用量為
4.77億元，佔每日額度105億元上限的4.5%。其
間，滬股通最高單日總成交額為11月17日的
121億元，港股通則為12月5日的20.3億元。
統計顯示，以12月9日為例，滬股通的總成交

額達到102.4億元，幾乎為額度用量11.6億元的
9倍，主要是因為當天滬股通的買入成交額與賣
出成交額相去不遠，所以額度用量很小。港股通
方面，11月24日的成交額4.99億元為該日額度
用量1.41億元的353.8%，原因同樣是當天的買
入成交額與賣出成交額差距甚微。

南下散戶多難與北上基金比
至今，滬股通的總額度用量645.3億元，佔整

體3,000億元額度約21.5%，即滬股通剩餘額度
2,354.70億元；港股通的總額度用量則為83億
元，佔整體2,500億元額度約3.3%，即港股通剩
餘額度2,417億元。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

認為，A股目前尚未是一個完全對外開放的市
場，人民幣也未自由兌換，而北向交易的總額
度，至今已用了逾兩成、每日使用額度平均也有
約15%，可算是令人滿意的成績。
至於南向的港股通，額度使用相對較少，植

耀輝認為，主要因內地投資者多為散戶，南下
買賣港股的動力及財力，自然較北向買賣滬股
的基金大戶低，故港股通不及滬股通熱絡，是
很正常的情況。植耀輝認為，當內地的基金大
戶規模逐漸發展起來，南下買賣港股的資金將
會增加。

待兩地基金互認動力將大增
市場一般認為，緊隨滬港通之後，兩地基金互

認安排將於明年推出，屆時將有更多基金透過滬
港通交易，甚至讓內地投資者透過認可基金，投
資本港債券及其他資產，更可投資歐美等地區。
港交所的統計還顯示，在本港97家滬港通參

與者中，91家曾在過去4周內有參與滬股通，平
均每日有70家透過滬港通交易。此期間內，在
568隻合資格的滬股通股票名單上，有547隻股
票曾錄得交易記錄。

滬股通用逾1/5額度
外資對A股興趣大 首月成交超1168億

滬港通滿月滬港通滿月
「滬港通」自11月17日推出，至今

運作4個星期，後日（本周三）將滿

月。近期兩地股市交投暢旺，內地股

市曾突破一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成交，創出世界紀錄，港股也曾連續8

日破千億港元成交。但相較下，滬港

通成交未算活絡，其間「滬股通」北

上買A股的成交額合計共約1,168.68

億元；額度累計用去645.3億元，佔整

體3,000億元額度約21.5%。同期南下

買港股的「港股通」成交額僅189.24

億港元，額度累計用去83億元，佔整

體 2,500 億元額度約 3.3%。港交所

（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表示，滬

港通運作暢順，相信參與的投資者將

來會大幅增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倪夢璟上海報道）
談及滬港通交易平淡的原因，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孫謙在日前舉行的「滬港通——投資領域新通道」論
壇上直言，滬港通制度自身確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機構投資者已有其他渠道投資滬股或港股，至於A股
相對H股的溢價，目前流入滬股的資金遠遠超過流入
港股，且滬港通也並未令內地A股市場更為理性。
「雖然滬港通確實為境外人民幣提供了一種投資

選擇，但是量太小」，孫謙說，滬港通最重要的目
的，可能是在風險控制的前提下，進一步開放中國
的股票市場，為未來更大規模的開放做實驗，「但
實驗總歸只是實驗，小規模漸進式變通的收益將遞
減，真正好的股市必須經過狂風暴雨的洗禮。」

滬港通發展潛力不容小覷
在上交所國際發展部總監傅浩看來，滬港通之所

以目前雙向規模都較小，是因為個人投資者都會優

先選擇自己熟悉的市場做交易，而機構投資者也需
更多準備時間，且目前A股行情火爆，各方注意力
可能會暫時集中在A股上。但他認為，滬港通未來
發展潛力不容小覷，「滬港通機制提供了高度的彈
性和靈活性，內地投資者基礎眾多，開戶數已穩步
上升，相信未來內地投資者會逐漸適應香港市場的
交易制度和投資文化，而全球投資者配置中國資產
的大時代也即將到來。」
香港海角資產管理投資總監兼執行董事羅霈良則

表示，滬港通豐富了海外人民幣的用途，鞏固了香
港作為國際資金流進，中國資金流出的通道，並將
潛在的競爭對手變成合作夥伴，未來在岸金融與離
岸金融中心格局將會出現，且在人民幣全面自由化
以後也可以不變，「滬港通的開通對於中國金融市
場的格局，特別是對香港作為海外人民幣金融中
心，有很重要的意義。」

專家：A股大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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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霈良羅霈良

滬港通買賣成交概況滬港通買賣成交概況
滬股通交易滬股通交易 港股通交易港股通交易

((人民幣人民幣) () (港元港元))

第一周第一周 252252..3232億元億元 4848..8888億億

第二周第二周 213213..5757億元億元 2727..1111億億

第三周第三周 353353..9999億元億元 5656..4646億億

第四周第四周 348348..8080億元億元 5656..7979億億

合計合計 11,,168168..6868億元億元 189189..2424億億

■滬港通啟幕近一月，恰逢A股「瘋牛」，令內地股
民打消「南下」興趣。

■■李小加稱李小加稱，，滬港通推出以來滬港通推出以來，，
各項運作平穩順利各項運作平穩順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傅浩傅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