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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市場 互聯互通將擴容
李小加冀下一步推ETF 期權指數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繼「滬港通」後，

「深港通」也於昨日開通，象徵中國內地與香港兩地

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有新的發展。港交所（0388）行政

總裁李小加昨表示，在深港通開通之後，滬深港共同

市場建設還將繼續強化，兩地市場的互聯互通將再擴

容，下一步將盡快推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期權及

指數產品。希望ETF的互聯互通可以在2017年有重

大進展，現時雙方正磋商解決市場清算及銀行間的技

術問題。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右）、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左）敲響深港通開通的鐘聲。 李昌鴻 攝

瑞信：開通首日表現符預期

高盛：北上熱南下冷狀況將扭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吳婉玲、張美婷、
陳楚倩)深港通昨日正式開通，不僅北水
南下未見踴躍，港股亦疲弱不振，但外資
行普遍認為符合預期。瑞信大中華區副主
席兼證券部主管袁淑琴昨於電話會議中表
示，考慮到聖誕假期、農曆新年、明年3
月將召開兩會、以及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
將正式上任，該些因素都會導致投資者抱
觀望態度，相信需時消化，故預料明年中
才會看到進取投資態度。
星展唯高達中國及香港市場策略師李灝

澐昨也在另一場電話會議中表示，深港通
開通後，港股反而下跌的主因是，意大利
公投令歐元轉弱，人民幣價格受到拖累所
致。另外，在深港通開通的股票中，有數百
隻與滬港通重疊，投資者可能已透過滬港通

南下投資這些公司，故今次暫時未能帶動更
大的資金流。不過，由於人民幣貶值持續，
短期內投資者對購買A股的意慾減低，相信
內地資金會繼續南下尋找投資機會。

建銀：港股短期或續回吐
建銀國際證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蘇國堅

亦認為，深港通開通消息已傳出多時，市
場已消化部分利好因素。加上投資者對相
關概念股已早作部署，因此首日開通股市
未被提振，是典型的獲利回吐的表現。他
指出，由於臨近年底，市場流動性壓力有
所上升，加上近日港元拆息也有所上升，
料港股在今年剩餘時間表現仍不佳，因深
港通導致的獲利回吐情況，將可能在未來
三個月持續。

劉士余：加大跨市場執法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昨在深交所出席
深港通開通儀式上表示，兩地金融監管機關
將進一步密切協作，加強兩地市場監管，加
大跨市場執法的協作力度，嚴厲打擊跨境市
場操縱等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切實保護兩地
和全球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劉士余表示，中國資本市場發展26年來
的經驗證明，只有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才
能保持中國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的方向，才能真正提高中國資本市場對
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才能真正提升中國資
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他進一步指出，滬港通、深港通將匯集內

地、香港全球市場資本、技術、信息、智
慧、文化，從而惠及內地、香港、全球的經
濟發展。兩地金融監管機關將進一步密切協
作，加強兩地市場監管，加大跨市場執法的
協作力度，嚴厲打擊跨境市場操縱等各類違
法違規行為，切實保護兩地和全球投資者的
合法權益。

唐家成：港證監將做好把關
香港證監會主席唐家成在港出席深港通開

通儀式後表示，「老千股」只是佔香港上
市公司小部分，本港市場仍然健康及穩
定。他稱，香港證監會會關注有關問題，
將加強執法，但認為單靠執法仍不足以解

決上市公司問題，因此會與港交所就創業
板及「賣殼」等問題，加強合作監管，做
好把關工作。
深交所理事長吳利軍在深圳說，深港通正

式開通，將進一步提升內地與香港市場國際
競爭力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深交所將密
切與各方合作，全力保障市場交易平穩運
行，充分發揮一線監管職能，共同打擊市場
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保護好境
內外投資者合法權益。隨後，深港兩地交易
所互相贈送銅牛，期盼兩地市場帶有牛氣運
行。

馬興瑞：推動粵港金融發展
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稱，深港通推動粵港

金融證券市場共同發展。深圳按照國家和廣
東省的部署，積極推動證券業創新發展，除
了深交所和前海股權交易中心外，深將着力
支持和打造港交所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等重大
平台。他希望將以深港通開通為重要契機，
大力支持更多廣東、深圳企業上市融資和併
購重組，扶持更多優質企業做大做強做優，
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新動能。
港交所董事總經理毛志榮等逾千嘉賓出席

了在深交所舉行的深港通儀式，深交所總經
理王建軍主持了昨日的開通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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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股份將受惠，包括科技股、醫
療服務股和體育用品股；以及銀行以
外的金融類股份

建議投資在內地掛牌的科技股及醫療
健康股；內地投資者可留意高息股及
A、H差價較大的股份

看好石油股、消費類股份；科技股由
跑贏大市降至持平；房地產降至跑輸
大市

看好互聯網、零售類股份

推薦能源、原材料、醫藥、消費品等
板塊

昨日深港通的熱度，及不上兩年前
的滬港通，李小加表示，深港通

是滬港通成功的延伸，是長期的措
施，所以每日的交投與發生的變化，
對此項金融基建的影響不大。他強
調，中國對外開放，不會是一兩天的
過程，香港提供的資產配置方式必須
全球及多元。他形容，滬港通是「嬰
兒學行」的第一步，深港通是第二
步，然後就可以開始「跑步」了。

港可提供全球多元資產配置
李小加表示，兩地市場的互聯互通
下一步將盡快推出ETF、期權及指數
產品，他尤其希望ETF的互聯互通明
年有重大進展，主要因為中國投資者
投資海外股票的需求，越來越多樣
化，例如他們可能希望投資美國的生
物科技股、中東的能源股、德國的製
造業、南美的礦業股、澳洲的農業股
等品種。目前，港股市場並不可能吸
引所有的海外公司都來香港上市，但
香港的市場內，卻可以容許來自世界
各國的ETF產品上市，南下的內地資
金，將可透過這些ETF，來投資世界
各地不同類型的股票。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致詞時透露，中
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已達成協議，
待深港通運行一段時間及相關條件成
熟後，將ETF納入互聯互通，進一步
擴大交易品種，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選
擇。

ETF通戰略意義非凡將力爭
李小加則指出，「ETF通」目前最
大的障礙，是本港與外地在現有的市
場結構上、銀行間資金清算安排，以
及交易假期等方面，都存在着頗大差
異，要建構「ETF通」需面臨諸多挑
戰，不容易落實執行。但由於「ETF
通」的戰略意義非凡，故他一定會全
力以赴，爭取盡早將ETF納入互聯互
通機制。
李小加又表示，以後希望按照既定

規劃，將互聯互通模式延伸到更多資
產類別，例如新股、商品、債券等地
方。他稱，在深港通的國際路演過程
中，海外投資者對深圳市場興趣很
大，目前海外投資者對配置內地資產
的意願非常強烈。
李小加認為雖然深圳股市存在估值

偏高的問題，但經過深、港交易所的
多場路演，海外投資者已經能夠理解
內地市場的高估值有結構性原因。

封閉機制不是資本外流工具
被問到深港通會否刺激內地資金外

流，李小加表示， 雖然人民幣近日急
速貶值，但深港通昨日順利開通，並
取消總額度限制， 加上互聯互通是封
閉機制，結算在當地結算所進行，人
民幣貶值對內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影
響，亦都反映在股價上，不認為互聯
互通是避險及資本外流的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美婷、吳婉
玲、歐陽偉昉）A股昨日表現雖不盡人
意，但包括星展、瑞信和高盛在內的
多個外資行都認為，深港通對未來幾
個月的A股有正面影響，且將會加快A
股納入MSCI的速度。

星展唯高達：A股走勢樂觀
星展唯高達中國及香港市場策略師
李灝澐表示，內地投資有不少管制，
令A股入摩速度減慢。但深港通將會
加快A股入摩速度，因為內地新的貨
幣供應量較為可觀，加上近期不少城
市打壓樓市，令更多資金尋找投資出
路，預計明年MSCI加入A股的機率有
7成至8成，料明年年中會知道結果。
他對未來幾個月A股走勢亦持樂觀看
法，相信會繼續復甦。
星展香港財富管理投資產品及諮詢
部主管兼執行董事張宏浩亦透露，該
行財富管理部門未來幾個月將較聚焦
於A股入摩，因為這意味着未來會有
更多機構投資者加入A股市場，繼而
帶動A股當中的大型股份上漲。

瑞信：入摩三大障礙僅剩一
瑞信也認為隨着深港通的開通，A股

納入MSCI指數的進程將加快。該行大
中華區副主席兼證券業務主管袁淑琴表
示，MSCI 早前曾列出A股被拒「入
摩」的三大原因，包括QFII每月資本
贖回不超過上一年度淨資產值20%的額
度限制，以及A股停牌數量過多的問
題，都已經有改善；唯一剩下的問題是
跟蹤MSCI產品需要作預批。如果中證
監及MSCI願意各行一步，商討出較完
美的方案解決這個問題，對A股明年納
入MSCI將有很大幫助。

高盛：港滬深成大市場矚目
高盛中國首席分析師劉勁津亦指出，

深港通將提高A股獲納環球指數，例如
MSCI的機會率，因為香港、上海、深
圳三個市場互連互通，是一個全球第二
大的市場，10萬億美元的市值不容忽
視；國際投資者亦可以通過互聯互通機
制，在每日限額下投資A股，改善他們
與亞洲市場的連接性。

■ 李 小 加
(右)稱，在
深港通開通
之後，滬深
港共同市場
建設還將繼
續強化。旁
為港交所主
席周松崗。

新華社

深港通將加快A股入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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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勁津(右)稱，深港通將提高A股獲納入MSCI的機會率。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歐陽偉
昉）深港通開通首日，北上資金較南下多，
有別於近期滬港通南下資金多過北上的情況。
高盛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劉勁津昨認為，深港
通北上熱南下冷的狀況不久將會扭轉，主要是
考慮到人民幣持續走弱的預期，加上內地收緊
資金流出境外，相信內地投資者將更多利用
滬、深港通進行合法資產配置，料未來會有更
多資金南下，分散人民幣投資。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則表示，昨日

出現北上資金遠大於南下資金，因滬港通已

開通兩年時間，許多人已借滬港通赴香港投
資，有些投資者懼怕港股風險先觀望，但隨
着他們對香港市場的了解加深和港股畢竟便
宜很多，相信可能不到一個月，南下北上資
金可拉平。
深圳市股權投資研究會高級顧問梁淵指，

昨南下資金過低出乎他預期，但因目前A股市
場增量資金有限，最近一年A股市場難以賺到
錢，許多散戶資金套在A股，影響了他們投資
港股。昨日北上資金其實也不多，香港市場處
於夾層中，沒有像美股的牛市，波動比A股

大，因此吸引力不是特別大。

中銀：港市場吸引力仍強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則認為，香

港的金融市場對內地的投資者仍具有較強的
吸引力。香港是舉世聞名的自由港，與全球
主要金融中心密切相連，資金自由進出，沒
有任何形式的資本管制。此外，香港的法律
制度完善，經濟制度和專業服務發達。她認
為，內地高淨值人士可以把香港作為依託，
進行全球性的資產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