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水湧入 港股通首度買爆
周松崗：額度有上調空間 正洽深港通安排

A股成交萬五億新高 滬指曾越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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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日於復活節休巿期後開市，受到
上證升近 4000 點帶動，恒指創自 2008 年 5
月後新高，同時是自金融危機後，首次重
上 26000 點。「滬港通」每日 105 億人民幣
額度首次用爆額，可見內地資金湧港澎
湃，顯示「滬港通」漸見成效。「滬港
通」是中央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的重大舉措。「滬港通」後還有「深港
通」，在「深港通」開通之前，港股通額
度可研究加大。香港股市雖大升，但近年
來在全球股市中升幅落後，與其他股市比
較起來價格便宜，在「滬港通」及隨後的
「深港通」帶動內地資金持續來港的情況
下，港股前景可以看好。

「滬港通」自去年11月開通以來一直呈現
「南冷北熱」，但這種情況近期已出現扭
轉。由於內地資金開始不斷湧入香港市場，
「滬港通」「南冷北熱」大逆轉，一改以往
滬強港弱態勢，持續呈現「北冷南熱」特
徵。昨日內地資金大舉南下，港股通在開通
後，首次出現「爆額」的情況，開市後兩小
時已用去多於三分之二額度，至下午 2 時
許，港股通105億的額度已用盡，不能再輸
入買盤。這顯示「滬港通」已漸見成效，會

進一步利好港股。
作為內地資本開放重大戰略措施的「滬港

通」，可增強兩地股票市場的綜合實力，擴
大兩地投資者的投資管道，提升兩地市場的
競爭力。「滬港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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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滬港通」同時
鞏固香港作為主要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
位，為日後國家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為
香港金融事業的不斷壯大，創造更多和更好
的條件。

「滬港通」開通4個月後，內地公募基金
獲准通過港股通管道投資港股。對於一直處
於慢熱狀態的港股通而言，內地龐大投資資
金藉由新模式「南下」，對港股通起到顯著
的加熱作用。港股通昨日首次出現「爆額」
的情況，顯示港股通每日105億的額度並不
足夠，港股通額度可研究加大。去年香港與
內地股市表現迥異，港股僅微漲1%，與內地
股市同期超50%的漲幅相去甚遠，資金面差
異成為主導因素。況且，港股與全球其他股
市比較起來價格也便宜。「滬港通」及「深
港通」推動內地資金湧港，將為香港市場帶
來長遠的提振作用。

「滬港通」支持港股前景看好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不論來自內地

抑或海外的旅客均全線下跌，為香港旅遊業
響起警號。本來，復活及清明長假是本港旅
遊業旺季，但訪港旅客數字竟然全線下跌，
這顯然是連串暴力趕客行動造成的惡果。旅
遊業不但是本港重要經濟支柱，更關係到千
家萬戶基層家庭的飯碗，絕對不容暴力趕客
行動再次發生。警方必須採取有力措施遏
制，全社會也要共同抵制這些「倒米」行
動，修復香港好客之都、旅遊之都形象。

訪港旅客下跌趨勢由3月份開始，其間本港
接連發生「反水貨客」暴力衝擊行動，激進
分子在大街及商場內肆意辱罵內地遊客，圍
堵他們光顧的店舖，旅客無辜遭到無禮對
待，委屈氣憤，對香港留下極為惡劣的印
象。激進分子的惡行更通過電視報章在海內
外廣泛傳播，令不少內地以至外國旅客都對
香港望而卻步。在連串「反水貨客」暴力行
動發生後，訪港旅客及旅遊團隨即大幅下
跌，正反映這些行動不單嚴重損害香港的營
商環境，更重創了旅遊業聲譽。

必須指出的是，「反水貨客」暴力行動不
只是狙擊內地旅客，更在損害廣大市民利
益。香港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4.7%，連同

周邊行業為基層市民製造大量就業機會。近
年本港處於接近「全民就業」狀態，與旅遊
業的蓬勃發展有直接關係。然而，本港良好
的旅遊業聲譽竟被一小撮激進分子肆意破
壞。一個旅遊城市的形象需要以十年計時間
建立口碑，但建設困難破壞容易。如果任由
「反水貨客」暴力行動繼續發生，必令本港
旅遊業聲譽雪上加霜。警方不僅不應再對暴
力趕客行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更應將
搞事的激進分子繩之以法。全社會也要動員
起來，共同抵制「倒米」趕客行動，維護港
人利益。

為了吸引旅客來港，當局正研究推出各種
宣傳及「促銷」活動。要修復香港的旅遊城
市形象，恢復旅客信心，除了推出各種「促
銷」活動外，旅發局更應主動到內地各大省
市以及外國主要城市進行宣傳，告訴外地旅
客，香港依然是好客之都，依然歡迎四方賓
客，狙擊內地旅客的只是極少數人，香港仍
然是旅客可以放心購物消費的安全城市、好
客之都。當局還應積極開拓新的旅遊景點，
不斷提升旅遊吸引力，鞏固本港旅遊支柱產
業。

（相關新聞刊A4版）

旅業響警號 須遏止暴力趕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昨
日走勢雖未如港股凌厲，但仍再保持升勢，上證綜指
更在七年後再度觸及4,000 點。兩市成交量更達到創歷
史紀錄的15,544億元(人民幣，下同)天量。

創板破頂後倒插 收挫2.7%
昨兩市高開後寬幅震盪，上午上證綜指衝高4,000點

未果後快速跳水，最多跌至3,900點附近，午後券商等
金融股拉升股指回升，上證綜指午後盤中觸及4,000
點，這是2008年股市暴跌7年之後的首次。隨後股指
小幅回落，收盤在4,000點下方，報3,995點，漲33點
或0.84%，成交8,392億元；深證成指收報13,842點，
漲73點或0.53%，成交7,152億元；創業板盤中創出
2,568點歷史新高後，盤中大幅殺跌，一度跌近4.5%，
收盤失守2,500點，報2,488點，跌2.68%。兩市成交
量超過1.5萬億，創歷史紀錄。

板塊跌多漲少 券商股亮麗
板塊跌多漲少，券商股大幅領漲，並帶動保險股、

工程建築股上漲超2%。此外，銀行股、鋼鐵股、機械
股、房地產股漲幅居前。題材股整體回調，基因測序

領跌，北斗導航、智能汽車、通用航空跌超3%。兩市
101股漲停2股跌停。滬市漲跌比1比2，深市接近1比
3。
券商股漲近6%，個股全部上漲。東興證券、西部證
券、東方證券、國信證券、錦龍股份、中紡投資漲
停，漲幅最小的華泰證券也漲超2%。中國南車、中國
北車再度漲停，提振鐵路基建概念漲超4%。教育傳媒
板塊跌近2.6%，但個股走勢分化。

獲利豐厚 後市回吐壓力增
浙商證券分析師包艷艷認為，創業板選擇在大盤達

到4,000點左右的關鍵點位出逃，一方面是獲利豐厚，
另一方面是擔心大盤調整。按歷史規律，滬指4,000點
以上或將現調整，而周期或也將以月為計算單位。湘
財證券策略分析師朱禮旭也指，隨着利好政策的落
地，未來政策放鬆的空間亦在不斷縮小。大盤在目前
這個位置上壓力可能相對比較大，需震盪整理。

近日A股持續破頂，滬指更有破4,000點的勢頭，港
交所（0388）主席周松崗昨指出，港股昨日創出

多項新紀錄，其中滬港通南北向交易額均創新高，總成
交額達299億元人民幣，帶動整個股市交易。當中，南向
投資的港股通交易額升至168億元人民幣創新高，更用盡
105億元人民幣的每日額度，是滬港通於去年11月開始至
今的第一次，他認為滬港通乃重要的催化劑。

滬股通沽多過買 餘額165億
昨日北向投資的滬股通成交金額亦創新高至131.78
億元人民幣，但由於沽盤多過買盤，令全日剩餘額度
增至165.05億元人民幣。南向投資熱過北向，為滬港
股開通至今所罕見，周松崗回應稱，滬港通的設計正
是讓投資者可因應市場股價，決定投資哪一個市場，
目標正是讓投資者有多個選擇。他又指，現正與有關
方面商討深港通的合作安排，期望上半年有政策宣
布，下半年正式推出。若兩者都營運順利，相信未來
有上調額度的空間。

港市場深度大 承受能力強
周松崗表示，滬港通運作順暢，資金都是有序流
入，而且香港股市有足夠的深度容納這些資金，不擔
心港股的承受能力。而作為互聯互通的最大得益者，
港交所股價昨日大升12%收報220元，創7年新高，市
值達2,570億元，已經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交易所，他
個人對此感到十分欣慰。

估值窪地效應 港股仍具優勢
中證監3月底發放新指引，容許沒有合資格境內機構

投資者(QDII)資格的公募基金，透過港股通買股票。根
據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資料，截至今年2月底，內
地有725隻股票基金，淨值達1.4萬億元人民幣，都可
投資港股。市場人士認為，相較於近期持續火爆的Ａ
股，港股市場明顯滯漲，估值具有優勢，在比價窪地
效應下，不少內地資金南下港股市場搶籌。
今年以來，恒指和國企指數漲幅超11%。與之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Ａ股行情持續火爆。截至昨日收盤，
上證綜指年內漲幅超 23%，深證成指年內漲幅超

25%，創業板指數年內漲幅超70%。 作為追蹤內地和
香港兩地同時上市股票價格差異的ＡＨ股溢價指數表
現更為明顯。截至昨日收盤，該指數收報128點，跌幅
達5.04%，顯示出港股較Ａ股折價的情況有所緩和，不
過整體來說，Ａ股還是較港股平均貴28%。
海通證券首席投資策略分析師荀玉根表示，內地流

動性資金寬裕，加上中證監允許內地公募基金通過滬
港通直投港股，利好政策疊加估值窪地優勢，港股有
望繼續受投資者追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 內地A股

牛市氣氛持續，加上內地南下香港資金的要

求放鬆，港股昨以破歷史紀錄的2,524億元

成交額衝上26,000點，大市昨日創下多項新

紀錄，並扭轉滬港通過往「北（向）熱南

（向）冷」的現象。南下投資的港股通105

億元人民幣的每日額度昨首度出現爆額，北

向投資的滬股通則出現沽多過買情況，令全

日剩餘額度達165.05億元人民幣，即出現

35.05億元人民幣淨沽盤。分析員預期，由

於港股估值低水，在內地放寬資金南下利好

政策下，預料北水將繼續南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金融服務界
議員、經民聯副主席張華峰昨日表示，希望「深港
通」可在今年6月至7月開通，他今日會率逾50人
的財經訪問團前往深圳，與深圳市政府、深交所及
前海管理局官員會面，屆時會反映「滬港通」有所
不足的地方，針對問題優化「深港通」，包括建設
毋須設立50萬元的開戶規定、把創業板及二三線優
質企業納入「深港通」。
張華峰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早前在全國

「兩會」期間，曾拜訪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反映
「滬港通」開通後，至今仍未能實現北水南調，期

望內地考慮接納社保和退休基金可透過「滬港通」
買賣海外股票。

今率團訪深反映意見
他表示，從中央推「北水南調」可見，內地開放
金融市場很急，希望「深港通」可提早在6至7月成
功開通，並會爭取本地券商，可在深圳和前海自貿
區設辦事處。
張華峰今日會率團前往深圳，與深圳市政府、深
交所及前海管理局官員會面，反映「滬港通」不足
的地方，針對問題優化「深港通」。

張華峰：優化深港通 盼6月開車

■■滬深兩市昨高開後寬滬深兩市昨高開後寬
幅震盪幅震盪，，收市仍保持升收市仍保持升
勢勢，，成交創新高成交創新高。。

中新社中新社

■■ 港 股 估 值 低港 股 估 值 低
水水，，在內地放寬在內地放寬
資金南下利好政資金南下利好政
策下策下，，預料北水預料北水
將繼續湧港將繼續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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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孔雯瓊
上海報道）恒指昨天大升3.8%，創下7
年新高，當中南下湧港的資金起了推波
助瀾的作用。分析指，港股熱源於H股
市場分流了A股市場充裕資金，加之兩地
存市盈率差，一些低價港股成為內地投
資者熱捧對象，受此利好就連港股衍生
產品亦爆發集體漲勢。

H股較A股折價大吸引
湘財證券首席分析師金琦認為，源於A

股瘋漲效應，目前市場上資金充足，受
「掙錢效應」影響，許多投資者同時把
目光投向價格更加低廉的港股，目前受
追捧的港股大多股價不高，還有部分是
仙股。加之部分接有A、H股的股份，其
H股股價較A股有顯著折價，也吸引了內
地資金進入。
信達證券上海鐵嶺路證券營業部負責

人王凌霄則指，A股已過熱，已有部分資
金抽離，離開A股的資金必將尋找一個新
的市場，離A股市場最近的港股市場成為
這些資金的新落腳地。

相關衍生產品基金齊漲
港股熱同時帶動市場相關衍生產品。

昨日南方恒生ETF(513600)已連升多日，
作為業內首隻獲批的滬港通基金，其跟
蹤標的為香港恒生指數。其餘掛鈎港股
題材基金，因成為投資者參與掘金港股
的良好通道，亦有集體上漲表現。
華安基金首席分析師楊曉磊表示，上

月證監會宣布允許公募基金通過滬港通直接投資港
股，這都使得港股基金人氣爆棚。目前恒生B和H
股B兩個分級基金更是對港股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業內發警號 港股風險增
對於快被捧上天的港股，業內亦有警示之聲。金

琦強調，港股風險很高，某些股份一旦熱炒到高價
之後是否有人願意接盤存在一定疑問；另外，港股
交易規則和A股區別很大，不僅不設漲停、跌停，
部分低價格還存在縮股，乃至退市的可能。他就曾
親眼目睹過公司客戶因港股縮股和退市，導致賬戶
總幾千萬資金縮水成幾十萬。
王凌霄分析指，隨着滬港通的開通導致兩地市場

關聯緊密，一旦A股市場發生調整，必將一定程度
上影響到港股市場，而恰恰近期A股已經有調整跡
象，因此對港股亦不能放鬆警惕。

內地散戶青睞港股科網龍頭
在散戶股民方面，互聯網科技

方面的港股股票明顯受到青睞。
股民劉小姐透露，自己便是在投資經理的建議下，
買 了 不 少 騰 訊 控 股 （0700） ， 以 及 金 山 軟 件
（3888）。她說，由於騰訊等大牌公司在內地沒有
上市，只有透過港股投資。雖然之前因各種原因有
過猶豫，但是在政策利好下，現在已是較好的投資
機會，加上圈內一直流傳港股上漲可能性高，所以
抓緊時間下手炒股。

開通港股通股民趨增
招商證券江蘇路營業部投資經理嚴智浩向記者證

實，近期散戶對港股興趣明顯增加，不僅前來諮詢
港股通的股民越來越多，而且該營業部內已經有
30%的合格投資者開通了港股通交易，料未來還有
上升趨勢。 ■記者倪夢璟、孔雯瓊

股民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