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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跟进出台

沪港通配套政策

人民币跟港币之间

兑换的问题，应该说是

分两个阶段逐步进行

的。一个阶段是经常项

目，像沪港通以后投资

的项目依然是资本项

目。实际上过去的规定

是经常项目逐步放开，

新世纪初最开始是先

从旅游兑换、商铺接受

人民币、 接受信用卡，

然后再做到经常项目

可以兑换多少，实际上

界限比较多。沪港通在

双向投资方面要鼓励，

当然所有配套的管理

政策和其他有关改革

也要逐步跟进。

成都商报综合新浪财经

管理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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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太地区最富活力和增长潜力的两

大证券市场，沪港股市迎来“互通时代”。在

两地业界对“沪港通”试点获批给予高度评

价的同时， 沪港市场不约而同地以一波放量

攀升行情积极回应。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10日中午发布《联合公

告》，原则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展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作为试点的参与方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

所第一时间通过其官方微博作出回应， 称下

一步将根据《联合公告》与有关各方进一步

协商，尽快达成交易和结算等合作协议，并完

成规则、业务、技术等相关准备工作。上交所

在微博中透露，“沪港通” 业务将在6个月内

正式推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联合公告》发布

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博

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明

确表示，“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促进中国内

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

李克强总理的此番表态，以及“沪港通”

试点获批的消息，对沪港股市形成明显提振。

昨日午后上证综指强势上行，尾盘实现1.38%

的涨幅，成交量则大幅放大至1300亿元。将在

试点中直接受益的券商保险板块， 整体涨幅

超过4%。 港股市场也出现了相似的量价齐升

态势，恒生指数录得1.51%的涨幅。

按照《联合公报》中透露的相关规则，试

点初期沪股通、 港股通总额度分别为3000亿

元和2500亿元。 其中前者的试点范围为上证

180、上证380指数成分股，以及在上交所上市

的A＋H股公司股票。后者股票范围则为恒生

大型股、 综合中型股指数成分股及在香港上

市的A＋H股公司股票。

新华社

昨天，证监会表示，经过

6

个月准备

后，沪港通有望开始试点。

这一消息爆出，很快引发了激烈反应，

尤其是

A+H

股板块涨幅最明显。从港股市

场看，沪港通一旦推出，港股市场也有望引

入一大批内地资金， 推升港股上涨。 而昨

天， 恒生指数因此大涨了

343.79

点， 报收

23186.96

点，涨幅达

1.51%

。

沪港通到底有多牛？ 有机构甚至认

为，有了这一政策，沪指有望再涨

20%

，恒

指也能重回

30000

点上方。其实，观察昨

日盘面不难看出， 之所以

A+H

股板块被

大幅炒作，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

A

股和

H

股巨大的价差 。也就是说 ，沪港股市互

通之后，如果

A

股比

H

股大幅折价，那么

A

股就要大涨，抹平价差，

H

股如果大幅

折价 ，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 ，

AH

股的

价差，真的是因为现在的“不通”造成的

吗？我认为不一定。实际上，对于内地机

构而言，要想买

H

股，资金早就过去了 ，

并不一定要等到互通，香港机构同样如

此，早就可以通过

QFII

参与

A

股买卖。但

是，这么多年来，价差依旧存在，并未见

到减少 。对此 ，我个人认为 ，

A

股与

H

股

价差的存在， 是由于

A

股和

H

股之间交

易制度、市场规则、价值理念，以及投资

者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 。另

外，如果沪港通在

2006

年或者

2007

年，再

或者

2009

年推出，那时候这一制度变革

可能会引发市场更为热烈的响应 。但

是 ， 在当前宏观经济并不乐观的背景

下 ，沪港通是不是真的这么牛 ，就不太

好说了。 这个消息虽然也可能会引发股

指反弹， 但是否会成为扭转趋势的关键

因素，我个人认为还有待观察。 （张道达）

“A股将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标准定

价，对冲基金也将能横跨两市对冲交易。投资

国际化的新时代来临了”，让著名投资人但斌

兴奋的是一则公告。

4月10日，证监会一则公告在资本市场掀

起轩然大波，这就是沪港通试点获批。在资本

市场开放超预期的背景下， 市场接下来会如

何演绎？

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据申万测算，“假设A+H折价归为零，上

证指数的上涨幅度在2.5%~5%”，其认为是估

值修复行情。

中信认为，“比较A股和H股主板市盈率，

以及A+H股公司在两地表现来看，A股相对

于H股有一定折价，沪港通有利于A股大盘蓝

筹股估值提升。 目前主板A股市盈率为11.56

倍，H股为15.99倍；A+H股公司的A股市盈率

为7.05倍，港股为7.26倍。”

中信同时表示由于折价并不显著， 因此

难以推动大盘趋势性地持续上扬。“证监会表

明沪港通启动还需6个月准备时间，现阶段主

要为情绪层面对于部分大盘蓝筹股行情的推

动。由于沪港通为双向开放，其实质性启动后

对于股市流动性的影响需要观察届时中国与

海外基本面的相对状况。”

当然，对于A+H折价的蓝筹股，券商普遍

看好。 还有一些机构看好A股、H股有独特价

值的个股。比如，申万就港股TMT（科技、传

媒、通信）板块中有不少A股稀缺的标的，而A

股的中药和茅台都受益于独特性。

“新政对香港内地是双赢。受此影响，折

价相对大的A+H股表现良好。很明显管理层

扶持A股市场的意图明显， 后续政策还可能

推出，A股风格转换悄悄在进行中。机会一是

蓝筹股的估值修复， 参考目标上证指数看

2250点；另一机会是并购重组。”中信证券深

圳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李旦指出。

《每日经济新闻》

在84家A+H上市公司中，

有24家A股相对H股有折价，

其余60家都是H股相对A股有

折价，占比达到七成。这些公

司几乎都受到了资金追捧。最

明显的是浙江世宝（01057，

HK）， 昨日涨幅达到64.63%，

收报5.12港元。 而其A股昨日

收盘价为20.61元，仍较H股股

价高出一大截。

而一些此前资金较少关

注、股价长期低迷，几变“仙

股”的股票也在昨日飙涨，这

些股票的共同点之一是相对

A股折价幅度很大。比如洛阳

玻璃（01108，HK）涨幅达到

40.74%，但也仍只有1.9港元，

而A股昨日收盘价为5.27元；

东北电气（00042，HK）涨幅

达39.02%，收报1.14港元，而A

股收报 2.47元； 山东墨龙

（00568，HK）涨幅36.14%，收

报2.75港元， 而A股收报7.8

元。 涨幅30.30%的昆明机床

（00300，HK）收报2.58港元，

A股收报4.59元； 涨幅超过

20%的天津创业环保（01065，

HK） 和一拖股份（00038，

HK），在大涨之后相对A股股

价仍然有近五成的折价率。

此外，上海石化（00338，

HK）、 重 庆 钢 铁（01053，

HK）、 大 唐 发 电（00991，

HK） 等相对A股的折价率也

不小。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A股港股一起炒

股民走进“大时代”

沪港通有多牛？

很多股票投资者心目中，对《大时代》这部描

写香港金融市场的连续剧，有着特殊的感受。

在对H股疯涨印象极其深刻的同时， 还有一

份隐隐的向往。然而由于种种条件限制，H股与A股普

通投资者之间有着一段看得见摸不着的距离。 不过，

随着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

沪港通）政策的出台，A股投资者将在不久的未来，可

以直接投资憧憬已久的“大时代”港股了。

在

申万：折价如归零 沪指涨2.5%～5%

淘淘港股有啥“宝”

根据昨日证监会发布的公告，目前港股通的投资标的包括：香

港联交所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分股，以

及同时在沪港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那么，在沪港通的

框架下，哪些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可能成为挖掘的重点呢？

宝藏一：香港交易所（

00388

，

HK

）

和沪深交易所不同， 香港交易所也是

上市公司之一， 并且一直都是港股市场上

重要的蓝筹股。同时，港交所也是受沪港通

政策影响最为直接的上市公司之一。 从香

港交易所股价表现来看， 其与港股市场的

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香港交

易所股价涨幅最大的两年， 正是2006年和

2007年的大牛市。2006年，港交所股价大涨

166%，2007年累计涨幅同样超过150%，最

高价达到268.6港元。而近年来，由于港股市

场处于震荡上行格局， 香港交易所股价表

现也较为稳健。

宝藏二：腾讯控股（

00700

，

HK

）

腾讯控股无疑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认

同度最高的科技类公司之一。2004年6月，

腾讯上市之初股价仅4港元左右，但经过10

年的发展，腾讯累计涨幅超过100倍。今年3

月初，腾讯创下646港元的历史最高价，市值

突破万亿港元。近期，虽然腾讯控股股价出

现较大幅度回落， 但相信随着内地投资者

的涌入，腾讯又将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昨日，腾讯股价大涨7.55%，达到563港元。

宝藏三：银河娱乐（

00027

，

HK

）

博彩股是港股市场中最具特色的一个

板块，也是港股市场独有的品种，在这个板

块中，银河娱乐又是博彩股中的龙头。2012

年，受博彩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推动，银河

娱乐大涨114%。2013年，内地赴港博彩人数

稳定增长， 银河娱乐股价再涨127.66%。而

随着银河娱乐股价的大幅飙升， 其老板吕

志和也被称为澳门“新赌王”。

宝藏四：中国移动（

00941

，

HK

）

中国移动是较早在港交所上市的通信

公司，在上一轮牛市中，中国移动的股价也

从20港元最高一度涨到160港元的历史高

点。2008年以后，中国移动股价长期在低位

横盘整理，而今年年初，由于2013年业绩出

现上市以来的首次下滑，股价也一度大跌。

不过， 由于中国移动在通信领域的龙头地

位，相信沪港通真正开通后，中国移动依旧

可能受到资金的关注。

宝藏五：蒙牛乳业（

02319

，

HK

）

A股市场上， 伊利股份是乳业股的龙

头，不过在港股市场上，蒙牛乳业的光芒

一点也不亚于伊利股份。尽管蒙牛乳业在

港交所上市时间较晚，2004年才登陆港交

所， 不过这10年来其累计涨幅远超10倍。

2013年，蒙牛累计涨幅66.14%，而今年以来

的涨幅也有16%。

据港交所披露，恒

生综合大型股指数共

有78只成分股，行业分

布主要集中于金融、地

产、通信等。恒生综合

大型股指数的成分股

中，有多只个股有望成

为未来内地投资者重

点挖掘的宝藏。

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成分股：博彩股或最被看好

看点一：凤凰卫视（

02008

，

HK

）

港股上市公司中， 不少传媒类股早已

被内地投资者所熟知， 比如TVB的电视广

播（00511，HK）和凤凰卫视都是非常著名

的传媒公司。其中，凤凰卫视早在2000年便

在港股创业板上市，2008年转入主板之后，

股价只有0.65港元。 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凤

凰卫视股价大幅飙升， 到2011年最高涨到

4.73港元后才出现较大幅度回调。 近年来，

凤凰卫视股价一直在2港元以上盘整。2013

年， 凤凰卫视纯利润增长11.9%至9.32亿港

元。值得注意的是，凤凰卫视新媒体业务已

经成为公司业务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看点二：金山软件（

03888

，

HK

）

如果觉得500多港元的腾讯太贵， 那么

30多港元的金山软件， 无疑是选择的好标

的。2007年， 金山软件在港股市场上市后并

不被看好，上市初的价格在5港元左右，一年

之后跌到了历史最低价1.4港元。2012年年

末，金山的股价只有5.46港元，但2013年暴

涨309%，今年以来继续大涨了38%。当然，其

股价飙升的背后，无疑是雷军的风光无限。

看点三：统一企业中国（

00220

，

HK

）

A股市场中， 并不缺乏食品类上市公

司， 但细分领域的龙头老大却不多见。不

过，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龙头公司，却都在港

股市场上市交易，一家是康师傅，一家是统

一。其中，康师傅是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的

成分股，而统一则是中型股指数的成分股。

去年， 康师傅业绩并不理想， 纯利润下滑

10.92%， 而且方便食品业务亏损1402万美

元。相比之下，统一的业绩相对好些，去年

净利润同比增长7.1%。

除恒生综合大型

股指数的成分股外，恒

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

成分股也是投资标的。

目前，该指数成分股共

有163只，行业分布较

为广泛， 包括金融、地

产、科技、服装、商业零

售、汽车、医药、家电和

交通运输等。

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成分股：金山软件是最大看点

成都商报记者 曾子建

A+H股投资机会来了

代码 名称

A

股收盘价

（元）

H

股收盘价

（港元）

H

股收盘价

（元）

溢价率

（

%

）

600585

海螺水泥

19.10 32.50 26.04 -26.17

000338

潍柴动力

19.00 30.45 24.40 -21.61

000898

鞍钢股份

3.28 5.20 4.17 -20.76

600377

宁沪高速

5.92 9.24 7.40 -19.51

601601

中国太保

17.50 27.05 21.68 -18.72

601628

中国人寿

14.81 22.75 18.23 -18.22

600030

中信证券

12.28 18.84 15.10 -18.11

601318

中国平安

42.28 64.60 51.76 -17.78

601088

中国神华

15.08 22.80 18.27 -16.91

601186

中国铁建

4.84 7.27 5.83 -16.36

600011

华能国际

5.45 7.84 6.28 -12.67

601390

中国中铁

2.74 3.93 3.15 -12.41

600600

青岛啤酒

41.80 59.05 47.32 -11.07

601800

中国交建

4.01 5.65 4.53 -10.84

601288

农业银行

2.46 3.42 2.74 -9.64

600036

招商银行

10.41 14.44 11.57 -9.43

601398

工商银行

3.55 4.89 3.92 -8.80

600028

中国石化

5.36 7.34 5.88 -8.26

601939

建设银行

4.08 5.55 4.45 -7.65

601111

中国国航

3.61 4.86 3.89 -6.68

601766

中国南车

4.83 6.50 5.21 -6.65

601328

交通银行

3.88 5.14 4.12 -5.17

600196

复星医药

20.66 27.20 21.80 -4.58

601988

中国银行

2.67 3.51 2.81 -4.44

注：

H

股收盘价按照

1

港元

=0.8013

元人民币折算

数据来源

:

通达信（使用前请核对）

川润股份 因重大事项停牌

川润股份（002272）今日公告称，公

司正在进行重大经营合同商谈， 相关具

体事宜尚待进一步推进和落实， 存在不

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4月11日开市起停牌，待相关公告披露

后申请复牌。

四川双马 实际控制人合并

四川双马（000935）今日公告称，近

期公司实际控制人拉法基集团（Lafarge�

SA）宣布，拟与豪瑞公司（Holcim）进行

对等合并。公司提示，完成该合并尚需时

日，在等待交易完成的这段时间，双方仍

将独自经营，业务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四

川双马称， 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依米康 收购亿金环保股权

依米康（300249）今日披露了增发

收购亿金环保股权的方案，首先，公司拟

向宋正兴等发行股份收购其所持有的亿

金环保53%的股权 （交易价格确定为

1.44亿元）。 其次， 公司计划以不低于

8.06元/股的价格增发股份，拟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4806.53万元，用于对亿

金环保进行增资。最后，第三方将以现金

购买亿金环保23.50%的股权。

ST宜纸 一季度预计亏损

ST宜纸（600793）今日公告称，经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14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150万~300万元。ST宜纸解

释称，公司处于停产搬迁期间，一季度因

无经营收益和补贴收入，从而导致亏损。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川股动态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周四两市大盘高开后震荡，午后在

券商金融股狂飙的带动下，股指猛拉，沪

指放量中阳最高触及2146.67点。深成指

站稳60日均线。创业板冲高回落，收盘小

幅上涨。在沪港直通利好推动下，昨天蓝

筹股表现抢眼， 令沪指强力突破半年线

与年线压制，量能创出近期新高。沪港通

推出，预期将引入更多的海外资金，可以

有效解决当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借道香港的国际资本可以更便捷地进入

A股市场。 这激发了投资者对后市的乐

观想象。 未来大量的低估值优质蓝筹股

将迎来估值修复行情。 所以我们坚信将

有一波大行情发生。带领大盘突破的，或

许就是优先股、A+H蓝筹股。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

准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周

一至周五每天12：00、18:00《吕冲说市》，

两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透彻解析

大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迷雾重重

的行情中为你正本清源。 今晚的嘉宾是

日信证券钟旭、国都证券谢刚、民生证券

邹建，敬请关注。本周，哪位分析师最受

欢迎？市场最关注的热点又是哪些？下周

机构最看好哪些股票？一切尽在周五18：

00《吕冲说市》特别节目“周末金马汇”。

肖钢

两边监管方面

已无大的障碍

目前两边的监管机

构对这个问题 （沪港

通） 进行深入的研究，

大 的 障 碍 是 没 有 了 。

但是基金互认还是有

一定的风险 ， 对于我

们两地的监管合作和

执 法 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 。 下一步我们要进

一步加强在证券市场

执 法 方 面 的 合 作 ，我

们也有一个合作备忘

录，有新的形式要补充

到备忘录，现在是没有

大的障碍。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世纪星源合作项目突起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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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提振A股

两市放量上行

受沪港股市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获批提振，10日沪深股市双双上行，其中

前者录得1%以上的涨幅。 与此同时，两

市成交大幅放大，总量突破2500亿元。

昨日上证综指以2105.88点小幅高

开，早盘回落至2098.08点后开始掉头上

行， 午后上摸2146.67点的全天高点。此

后沪指涨幅有所收窄，尾盘收报2134.30

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29.06点， 涨幅为

1.38%。 深证成指收盘报7563.20点，涨

51.95点，涨幅为0.69%。

沪深两市延续涨多跌少格局， 但上

涨品种总数减少至1300只。不计算ST股

和未股改股，两市26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1900亿元的总量相

比，昨日沪深两市明显放量，分别达到

1298亿元和1233亿元， 总量突破2500

亿元。

作为利好消息的直接受益板块，券

商保险板块出现在领涨位置， 且整体涨

幅高达4%以上。建筑工程板块涨幅也超

过了3%。房地产、旅游餐饮、农业等板块

逆势告跌，不过幅度十分有限。

沪深 300指数收报 2273.76点，涨

35.14点，涨幅为1.57%，走势明显强于

两市大盘。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 仅有

300医药小幅下跌；300金融涨幅达到

2.34%。

新华社

昨日市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