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交所：深港通11月初就緒
9月底前完成技術開發準備工作 達相關測試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深圳交易所負責人就

「深港通」開通情況表示，希望證券公司等市場參與主

體按照中國證監會及深交所、中國結算的部署和要求，

密切溝通及緊密協作，於9月底前完成技術開發準備工

作，達到可參與深交所和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相關測試

的要求；在11月上旬完成各項準備工作，達到可開通

「深港通」業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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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交易所前晚漏夜發佈「深港
通」相關業務規則的徵求意見

稿，於今年9月9日之前讓市場參與人
提供意見。徵求意見稿明確了「滬股
通」中關於交易、結算、監管等內容
均延伸使用至「深港通」，「深港
通」主體內容及架構與「滬港通」基
本一致。

標的股票增加 設市值限制
「深港通」與「滬港通」較大分別是

「深港通」標的股票範圍較廣。「深港
通」的「港股通」股票範圍是於恒生綜
合大型股、中型股指數成份股基礎上，
增加了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份股；而
「深股通」股票將包括（一）深證成份
指數及深證中小創新指數的成份股，且
成份股截止日前6個月，A股日均市值
不低於60億元人民幣，上市時間不足6
個月的，按實際上市時間計算市值；
（二）同時在深交所及聯交所上市的
A＋H股。
不過，連續兩年虧損的ST類股票、
停牌股票、正進行退市股票、B股及深
交所認定特殊情形股票，則不包括於
「深港通」內。若根據指數調整而被剔
出上述指數的深圳上市A股，日後將不
能透過「深股通」買入，但仍可賣出。
至於「港股通」方面，小型股指數成

份股當中，截止日前12個月平均月底市
值不低於50億港元，上市不足12個月
則於實際上市時間計算市值。內地個人
投資者要參與「港股通」交易，證券賬
戶及資金賬戶資產合計不低於50萬元人

民幣。
聯交所證券交易服務公司可替「深股

通」股票擔保沽空，但擔保沽空的申報
價格不得低於股票最新成交價，擔保沽
空比例不得超過1%，連續10日「深股
通」交易日的「深股通」股票擔保沽空
比例不得超過5%。通過「深股通」買
入的股票，在交收前不得沽出。

不設總額度 維持每日額度
「深港通」不設總額度限制，「滬港

通」的總額度即時取消乃最大改變，但
兩者都保留「北上交易」130億元人民
幣、「南下交易」105億元人民幣的每
日額度上限。
買入額度計算方式與「滬港通」相

若，等如「當日額度餘額－買入申報金
額＋賣出成交金額＋被撤銷和被深交所
拒絕接受的買入申報金額＋買入成交價
低於申報價的差額。」若當日額滿，仍
接受沽貨申報，但買入申報則於當日不
再恢復。
若單個境外投資者通過「深股通」持

有單隻深圳上市股票超過限定比例，應
當在5個交易日內將超出部分平倉。

A/H股價差長遠有望收窄
深圳交易所認為，短期內「深港通」

消除A/H股市場價差的可能性較小。但
從長遠來看，随着两地互聯互通機制的
開展和深入，两地市場在投資者結構、
投資理念、資金流動等方面將相互影
响，聯繫將日趨緊密，有助於逐步縮小
A/H股市場價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西安電，「聯想
希望把一個行業做深做透，而非同時鋪設很
多行業。」26日在西安舉行的「亞布力中國
企業家論壇2016夏季高峰會」上，中國聯想

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表示，同時鋪設
太多行業有風險。
近年來隨着個人電腦需求下滑，全球PC

業巨頭聯想面臨挑戰。日前聯想公佈的截至
6月 30日的2016/17財年第一財季（二季
度）業績顯示，聯想二季度營業額為101億
美元，同比減少6%。二季度個人電腦銷量
1,320萬部，同比下降2.3%。

PC手機市場規模仍龐大
楊元慶表示，儘管PC業務在下滑，但傳

統PC、手機仍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市場。他
透露，目前聯想產品的銷售情況七成是電
腦，二成是手機，一成是平板。
「如果企業加大創新力度，創造更好的產
品體驗，就會讓人回到PC上。」楊元慶認
為，PC過去在印度、內地等市場增長很
快，但現在基本停滯。目前PC增長最快的
是美國，成熟市場的消費者使用手機後，發
現仍替代不了PC。

他透露，聯想每年在產品創新研發上的投
入約佔總營業額的3%，並在中國、美國、
日本、印度等地都設有研發基地。
據最新發佈的「2016年中國民企500強」

榜單中，華為取代聯想登頂，聯想則退居第
四。分析認為，如何轉型將是聯想未來面臨
的重要課題。
對於炙手可熱的互聯網汽車、新能源汽

車、VR等「熱門概念」，楊元慶認為，儘
管智能汽車、無人駕駛是大趨勢，但聯想尚
未考慮進入這一行業。

將涉足智能家居辦公室等
「對企業而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楊

元慶說，若每個涉足的領域都處於起步階
段，就會增加風險。聯想更願意專注一個行
業，不斷創新，將其做深做透。
談及聯想未來的戰略規劃，楊元慶說，未

來或將以「智能設備+雲服務」等形式，涉
足智能家居、辦公室等。

楊元慶：聯想不盲目投熱門概念

■楊元慶認為，同時鋪設太多行業有風險。
中新社

深港通方案及滬港通優化方案
深港通

深股通（香港投資者買賣深交所股票）和港股通（內地投資者買賣
港交所股票）兩部分

深股通：共約880隻（市值60億元及以上的深證成份指數和深證中
小創新指數成份股，及深交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

港股通：共約417隻（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的成份股、恒生綜合中
型股指數的成份股、市值50億港元及以上的恒生綜合小
型股指數的成份股，及A+H股公司股票）

深股通：深交所創業板參與者初期僅限香港機構專業投資者。除創
業板股票外，香港投資者買賣無限制；

港股通：機構投資者 +賬戶資產超過50萬元的個人投資者

不設總額度
每日額度：深港兩市每日額度上限為130億元及105億元

註：港交所早前預計推出深港通的技術及營運準備工作需時4個月，按此推算，深港通正式推出的日期應為12月19日（星期一）。金額單位為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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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投資
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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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滬股通（香港投資者買賣上交所股票）和港股通（內地投資者
買賣港交所股票）兩部分

滬股通：共約567隻（上交所上證180指數、上證380指數的成
份股，以及A+H股公司股票）
港股通：共約318隻（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恒生綜合中型股

指數成份股和A+H股公司股票）

滬股通：無門檻；
港股通：機構投資者 +賬戶資產超過50萬元的個人投資者

總額度即時取消
每日額度：滬港兩市每日額度上限為130億元及105億元

雲南元謀果蔬年出口3萬噸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
記者從雲南元謀「互聯
網+高原特色現代農
業」新聞發佈會獲悉，
該縣生產的果蔬每年出
口3萬噸。

黃河金三角合作大會首日簽約227億

元謀是中國僅有的露天冬早蔬菜種植
區，素有「冬早蔬菜之鄉」、「金沙

江畔大菜園」等美譽，是雲南省最大的冬早
蔬菜主產區，其果蔬生產具規模大、品種
多、產量高、品質優的特點。
果蔬產品不僅暢銷內地157個大中城市，
每年還有3萬多噸洋葱、番茄、菜豆、香葱
等出口到韓國、日本、俄羅斯、美國、歐盟
及東南亞各國。2015年冬及2016年春共外
銷蔬菜42萬噸，農民賣菜收入12億元(人民
幣，下同)，特色經濟林果產值10億元，蔬
菜外銷量佔雲南省冬早蔬菜出省外銷的四分
之一。

探索「傳統農業+電子商務」
為拓寬果蔬銷售渠道，減少流通環節，縮
短農產品的銷售周期，元謀探索「傳統農
業+電子商務」農產品銷售模式，建立元謀
電商運營中心，將既有蔬菜交易市場、農產
品檢測站、冷庫包裝、物流配送等資源整

合，打造新鮮果蔬農產品線上、線下交易平
台，為農戶、客商、消費者提供從田間到餐
桌的全產業鏈購銷服務。
目前，已建成1個生鮮農產品交易平台、

5個網店，去年納入電商統計的8戶企業，
實現電子商務銷售額7,900萬元，今年首7
月，全縣實現電子商務銷售額6,102萬元。

■ 元 謀 果 蔬元 謀 果 蔬
OO22OO 旗艦店已旗艦店已
培養一批固定客培養一批固定客
戶戶。。 丁樹勇丁樹勇 攝攝

珠海逾20年爛尾樓變身時代百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珠海報道）
曾兩度停工爛尾超20年的珠海金山時代廣場
的商業項目，近日搖身一變成為坐擁拱北口
岸商圈的時代百貨。日前，「華融．時代廣
場」於珠海舉辦發佈會，正式對外推出地產
金融產品。

引入華融基金與時代廣場
記者從天元集團相關負責人處了解到，天
元集團引入中國華融基金與時代廣場共同推

出地產金融產品。據有關方面稱，
商舖投資者將在時代廣場獲得除商
舖場地租金收益的同時，更可獲得
華融基金為投資者提供長達25年的
現金補貼，預計綜合保底收益可達
142.5% 。
據了解，原名金山時代廣場的項

目位於珠海最繁華的拱北迎賓路，
該樓盤曾在1991年時獲得土地使用
權，次年開始動工，但因資金不足
和建設方案未確定等原因，一度停
工。2006年時曾再次動工，2008年

封頂，但此時又遭遇預售政策的調整和商業
環境的變化，項目再次停工，直到2010年建
設方案最後確定，並與新的投資公司合作，
於2012年2月才重新啟動。
時代廣場這棟193米高的大樓如今外牆正

在裝修，而作為該樓盤業主項目的時代百貨
建築面積5萬平方米，是拱北目前唯一在售
的城市綜合體商場，現正推出15年統一經營
的商舖。記者獲悉，時代廣場裙樓外立面工
程將於8月底全面結束，年後將開業。

■華融珠海首發力華融珠海首發力，，攜手時攜手時
代廣場推大型社交綜合體助代廣場推大型社交綜合體助
力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力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

胡若璋胡若璋 攝攝

中
國
—
東
盟
合
作
向
礦
業
領
域
掘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徵
兵 南寧報道）記者從2016中
國—東盟礦業合作論壇獲悉，
本屆論壇將重點推薦10個東盟
礦業項目簽約，10個礦業項目
將洽談、推介100個礦業項目投
資。此舉表明，中國—東盟合
作已從此前的農業、旅遊等經
貿合作向礦業領域掘進，此舉
也將促進中國—東盟礦業經濟
的復甦。
廣西國土資源廳黨組成員、副

廳長鄭傑忠介紹，作為第13屆中
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商
務與投資峰會系列高層論壇活動
之一，本屆礦業論壇會期1天半，
主要議題包括中國—東盟礦業形
勢分析與預測、中國—東盟礦業
投資機會與策略、礦業項目與技
術合作等，其間還將舉辦中國—
東盟礦業項目簽約推介洽談會。
消息稱，廣西自治區政府與老撾
能源礦產部簽署合作備忘錄，中
國地質調查局與印尼礦產煤炭與
地熱資源中心簽署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第四屆黃河金三角投資合作交流大
會近日在陝西大荔召開。來自黃河金三
角「三省四市」及國內外代表1,500餘人
參加了當日的開幕式，在首日舉行的簽
約儀式上，大會共集中簽約35個合作項
目，總投資約227億元人民幣。
本屆大會由黃河金三角區域陝、晉、
豫三省所轄的渭南、運城、臨汾、三門
峽四市人民政府主辦。在為期3天的時間
裡，主辦方希望通過政企對話、資本對
接、品牌企業形象展示等多種形式，實
現區域內寬領域、深層次大融合，構築
金三角區域共同發展機制。
據了解，本屆大會展館約3,000平方

米，展示產品涉及環保材料、無人機、
直升機、機械製造等多個領域。除了來

自黃河金三角「三省四市」的61家企業
參展之外，大會還吸引了匈牙利陝西商
會、澳門陝西同鄉會等40餘家商協會，
以及中聯重科、華潤集團、恒大地產等
40餘家內地知名企業參與。開幕首日，
「三省四市」政府及企業便簽訂各類合
作項目35個。

■第四屆黃河金三角投資合作交流大會開
幕式現場。 李陽波攝

龍省促進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
道) 記者在黑龍江省科技廳了解到，日前
舉行的全省科技創新大會上，黑龍江省

新出台的《中共黑龍江省委黑龍江省人
民政府關於大力促進高新技術成果產業
化的意見》正式下發，對新認定的國家
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給予1,000萬
元(人民幣，下同)資金支持。
此外，對成果產業化效益較好的科技

企業，給予最高300萬元研發投入後補
助；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後，科技人員可
提取不低於70%的技術收益；優秀的科
技服務業示範區域給予100萬元獎勵等一
系列獎勵政策同時出台。

■黑龍江省科技創新大會會場。

成都高新試點藥品「產權革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記者從成都高新區獲悉，該區被確定為
四川省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工
作示範區，標誌着當地醫藥行業將迎來
上市許可和生產許可相互獨立的「產權
革命」。
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出台《藥品上

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方案》，讓藥品
上市許可與生產許可實現分離。這就意
味着，藥品科研機構、研發人員可獨立
申請藥品上市許可，並與有資質企業合
作進行生產。這樣重新配置研發與生產
的權利、義務、責任，讓藥品註冊批文
和生產基地分離，真正體現出「藥品質

量源於設計」的理念。
據悉，此次獲批的示範區除成都高新

區之外，還有成都溫江區、瀘州醫藥產
業園、眉山經濟開發區、岳池醫藥產業
園。四川省食藥監局在示範區內，將開
啟創新藥審評審批「綠色通道」，在標
準不降、程序不減的前提下，加速創新
藥、首仿藥、臨床急需藥上市。
同時，建立醫藥機構創新幫扶制，為
創新藥物臨床試驗提供政策服務和技術
支持。
成都高新區食藥監局負責人表示，推

行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無疑將提高新
藥研發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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