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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跨境交易机制，同是资本市
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事件，人们通常会
将沪伦通与沪深港通相比较，但二者
在运行机制上却有较大的区别。

简单地说，沪深港通是两地投
资者互相到对方市场直接买卖股
票；沪伦通则是将对方市场的股票
转换成存托凭证在本地市场上挂牌
交易，投资者交易基本不跨境。

“对于两地投资者而言，最主要
是要熟悉对方市场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伦交所、上交所市场的规则、
行情、估值等各方面差异较大，投资
者应做好适应性准备。”付立春说。

此外，从规模上比较，沪伦通的
交易规模有限。数据显示，当前沪港
通南北向日均交易金额合计超300
亿元；沪伦通的交易规模则主要取
决于有多少公司愿意到对方市场发
行或上市存托凭证，且存托凭证的
二级市场交易与本地股票交易模式
并无区别，仅在基础股票和存托凭

证相互转换时才会发生跨境资金流
动，初期数量不会太大。

在杨德龙等专家看来，沪深港
通重在实现跨境交易，是通过香港
市场连接世界金融资源；沪伦通则
是通过产品互挂实现了不同时区交
易所之间的投资产品互通，令A股市
场与欧洲市场的投资者可以相互投
资对方市场的产品。开通沪伦通，将
使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深度和
广度进一步得到提升。

0.18元！退市海润（600401）昨天
继续刷新A股最低价纪录。1月31日
以来，退市海润已经连续19个跌停，
到昨天不幸沦为“史上最便宜A股”。

累计跌幅逾8成 24万股民苦

海润光伏6月16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
终止上市，上交所将在退市整理期
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
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公告称，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
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
日交易15个交易日，剩余15个交易
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股
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
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与此同时，退市海润仍然聚集
了大量股东。截至今年3月31日，退
市海润的股东户数为24.19万户，户
均流通股为19531股。由于股价天天
一字跌停，这20多万股民逃无可逃，
损失惨重。截至6月17日，今年以来
退市海润股价下跌幅度已高达
84.48%，累计跌幅非常惊人。

海润光伏成立于2004年，总部
位于江苏江阴。曾是中国最大的晶
硅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之一，员工
总数超过6000人，晶体硅一体化产
能位居全球前十。公司于2011年重

组ST申龙上市，但经营长期不振，
连续多年亏损。截至2019年一季度，
海润光伏总负债达到95.28亿元，资
产负债率高达142%。

强推高送转 沦为超低价个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查阅
其历史公告，早在2015年1月12日，
海润光伏公告称：“为了积极回报
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未来发
展的经营成果”，提议海润光伏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为：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就是这
样的“10送20”高送转，引起了市场
疯狂炒作，股价一路大涨。几位股
东则借机大举减持公司股票，借高
送转“跑路”。这一行为事后也被上
交所处罚。

如今，回头看当年的高送转可
谓“套路”满满：公司2014年度巨亏
近10亿元，业绩巨亏也坚持高送转，
其动机并不单纯，最终变成了借高
送转大举减持跑路。

而“10送20”的高送转还带来了
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公司股份经
过大比例分拆后，绝对股价长期低
于5元。2017年5月跌入1元股行列，
从此挣扎在退市边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外国公司可在上交所上市
华泰证券是第一家按沪伦通规则在伦交所挂牌的A股上市公司

当前中国已大幅放宽证
券期货和基金公司的外资准
入限制。同时，A股正式纳入
MSCI指数并逐步提升纳入
比例，富时罗素也将于近期
正式将A股纳入其指数系列

昨天的市场，实在是太安静了。
沪指最高涨到2900点附近，然后震
荡走弱，最终小涨5.65点，以2887.62
点报收，涨幅为0.20%。

值得注意的是，昨天成交量创
出近期地量，沪市只成交了1400多
亿元。2900点附近，这样的地量成
交，说明什么问题？

昨天的盘面，实在是没有多少
热度可言，真正算得上焦点的，可能
就是青蒿素概念股了。其他板块都
难以激发市场人气，因为整个市场
太过安静，成交量严重萎缩，大家都
没有交易的欲望，正像前天我说的，
现在就是“保持低调，大家都在等待
科创板‘发车’”。

昨天的成交额，确实是不正常
的，现在沪指好歹也在2900点附近震
荡，但沪市竟然只成交了1400多亿元，
深市1900多亿元。而在今年2月份，差

不多同样的点位，沪市成交4000多亿
元，两市合计成交过万亿元，这种反差
实在是太大。上一次沪市成交在1500
亿元以下，还是在2600点。

那么，极度地量，是不是就意味
着行情将要变盘了呢？那倒不一定，
这只能说明现在的市场，缺乏吸引
力。现在两融余额也在不断下降，其
实也说明这个问题。

但一天的地量，也不是市场转
折点的信号。每一次真正的拐点出
现，都需要连续地量的累计过程。就
拿去年底的行情来说，当时在2500
点区间，沪市就连续出现了多次
1000亿元以下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种日渐清
淡的行情，有可能意味着短期市场
难以出现强反弹；市场情绪，是很难
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改变的，大家
可能还要继续熬一阵子，等待变盘
契机的出现。 （张道达）

站在沪伦通启动的节点回望，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动作频频——

当前中国已大幅放宽证券期
货和基金公司的外资准入限制，在
期货市场的原油、铁矿石、PTA等商
品期货品种国际化等方面的努力
也是有目共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的大门越来越大。

同时，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
并逐步提升纳入比例，富时罗素也
将于近期正式将A股纳入其指数系
列，种种迹象表明，国际投资者越
来越看好A股市场前景。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提升
我国金融业自身服务水平和国际
竞争力的需要。”中国证监会主席
易会满6月初曾表示，将按照既定
的计划和节奏，稳步推进金融业开
放时间表和路线图。

沪伦通启动的4天前，易会满
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9条重磅开放
举措，涉及中国资本市场诸多方
面。“无论是增进不同市场的了解，
提升国际机构投资者的比例，还是
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
革，沪伦通和近期宣布的9条开放
举措，都将深刻影响中国资本市场
的发展。”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说。 （新华社）

沪伦通来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
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机制，符
合条件的两地上市公司可依
照对方市场的法律法规发行
存托凭证（DR），并在对方市
场上市交易。

6月17日，第53届巴黎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巴黎航展”）
在巴黎北郊的布尔歇机场开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
悉，依托于中国C919大型客机而成
立的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科航电”）以“合作共赢
融入全球航空产业链”为主题亮相
巴黎航展，重点展示两款重量级通
用飞机产品，分别是DA42/CA42
MPP多用途飞机及CU42无人机。

据介绍，DA42/CA42 MPP多
用途飞机是基于双发四座飞机平台
开发的特种飞行平台，起降便捷、续
航时间长而油耗低，是起飞重量两
吨量级运营成本最低的飞机。“这款
产品最大的特点是‘一机多用’，可
广泛应用于地理测绘，环保领域，智
慧城市，基础设施监控，灾难监控以
及应急救援等一系列特种任务。”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而另外一款CU42无人机，则是
以双发四座有人机为基础研发的2
吨级双发长航时无人机。其机载荷
能力超过650kg，续肮时间长超过32
小时，可收放式起落架，全过程自主
控制。“通过搭载不同的任务载荷，
也可广泛用于地理测绘、海上巡逻、
森林火灾监测等，并可根据客户需
求进行多种定制化服务。”

除此以外，电科航电还将展出
iWO机载娱乐系统、民用Ka机载宽
带卫通系统以及直升机/通用飞机
综合无线电系统等。

电科航电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
露，在巴黎航展期间，电科航电将与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公
司、法国COBHAM公司等合作伙
伴分别进行商务会谈，通过高层交
往和对话，加快推进战略合作及重
点项目的进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广度深度 不断提升

中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17日发布联合公告，原则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展沪伦通业务，沪伦通正式启动。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又一大动作。近期不断释放的开放信号表明，中国资本市场
开放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

沪伦通，即上海证券交易所与
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机制，符
合条件的两地上市公司可依照对方
市 场 的 法 律 法 规 发 行 存 托 凭 证
（DR），并在对方市场上市交易。

华泰证券即是第一家按沪伦通
业务规则在伦交所挂牌的A股上市
公司。根据此前公告，华泰证券在超
额配售权行使之前，将发行全球存
托凭证（GDR）数量为0.75亿份，所
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为7.5亿
股，募集资金不低于15.38亿美元。

作为华泰证券A股的上市场所，
上交所认为华泰证券发行全球存托

凭证对促进境内机构融入全球核心
资本市场、促进上海和伦敦两大金
融中心城市的合作，有着非常积极
的意义。

与此同时，也有多家境外上市公
司表达了到上交所挂牌中国存托凭证
（CDR）的意愿。届时，境内投资者就
可以实现足不出境“买”伦交所股票。
但投资者开通沪伦通权限须满足：前
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
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作为连接中国和英国资本市场
的桥梁，沪伦通源起于2015年9月举
行的第七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过

去4年间，中英双方都在为这座桥梁
早日“通车”积极准备。

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付
立春认为，沪伦通的开通有利于中
国上市公司拓展融资渠道，便利跨
境并购和国际化；有利于丰富中国
投资者的投资品种；有利于中介机
构拓展国际业务。

“沪伦通的启动是A股国际化的
重要一步，是金融领域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重要事件。”前海开源基金首
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沪伦通的开
通将提升外资对A股市场的关注度，
进一步提高A股的国际化水平。

沪伦通启动 投资者资产日均不低于300万元

同是跨境机制 沪伦通与沪深港通区别在哪？

中国资本市场
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

新闻观察新闻观察

地量成交 大盘仿佛回到2600点

多款电科航电飞机产品在巴黎航展展出

0.18元！退市海润刷新A股最低价纪录

数据来源：证监会官网

滴滴将在App中接入第三方出
行服务商，尝试做聚合平台。目前，
滴滴已经和“秒走打车”等多家出行
服务商完成谈判，聚合模式入口将
在成都等城市开始。知情人士透露，
今后滴滴将陆续接入更多第三方出
行服务商，滴滴向第三方抽取的佣
金每单最低为10％。

据悉，滴滴之所以介入第三方出
行服务商，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美团、
高德的竞争，美团不用说，自2017年
开始与滴滴正面争夺网约车市场以
来，一度以价格补贴抢占了部分区域
的部分市场份额。然而，随着美团与
滴滴的价格战因投入过大而停息，美
团在网约车上也改变了策略，近日，
美团打车继在上海、南京上线“聚合
模式”后，于5月19日新增十五个试点
城市。相比于自营的重投入，聚合模
式让美团可以实现较低成本、快速度
扩张模式，同时也让美团强大的本地
生活资源与网约车业务相结合，为平

台用户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高德的导航功能与网约车对接

更具有粘合性，未来还可以接入阿
里巴巴本地生活服务，从而形成食
住行的线上线下服务闭环，阿里平
台本身的巨大流量加持，让其潜在
能量不可小觑。

在这种情势下，滴滴虽然已经
占据了市场份额的近九成份额，但
在互联网时代，这仍然不代表着绝
对优势。毕竟，去年事故频发、顺风
车业务下线整顿让滴滴的品牌形象
受到严重影响，而滴滴亏损109亿美
元，裁员3000多人缩减成本，更证明
了其过去几年的高投入模式面临严
峻考验。目前，除了美团、高德，戴姆
勒吉利等车企也纷纷入局，形成了
对滴滴的合围之势，滴滴寻求更多
市场突破口也就势在必然。

滴滴介入第三方服务商，不仅
可以减轻自营投入，在司机、车辆方
面获得更多增量，同时还能通过滴

滴已有平台流量和品牌赋能，为中
小型第三方出行服务商提供大量新
增客源，从而满足用户对于网约车
的即得性。毕竟，网约车市场虽然遭
遇了一些挫折，但仍然属于高速发
展中。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
我国网约出租车用户规模达3.30
亿，较2017年底增加4337万，增长率
为15.1%。网约专车或快车用户规模
达3.33亿，增长率为40.9%，用户使
用比例由30.6%提升至40.2%。业界
人士预估，2019年全国网约车交易
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2022年交易
规模将进一步超5000亿元。

这也就意味着，网约车市场需求
蛋糕还在不断发酵做大，滴滴必须与
时间赛跑，用更加有效的方式抢占市
场。据悉，滴滴聚合模式开启的第一
站成都，也是高德的出行服务和美团
打车的“城池”之一。滴滴接入第三方
平台，就是要在成都这个西部重镇，
实现对第三方服务商资源和用户资

源的“双抢”，打响聚合第一战。
不过，滴滴接入第三方服务商，

由之前的自营模式转向平台化，在
服务扩容的同时也面临安全难题。
去年以来滴滴的安全监管软肋被暴
露无遗，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改进举
措，如在车内安装视频监控，乘客一
键报警系统等。但是，由于滴滴运营
体量太大，从概率论而言，出事几率
也确实高于其他平台。就在几天前，
上海滴滴司机撞倒行人，滴滴被当
地政府约谈，也可以看出滴滴在日
常运营安全上所承受的沉重压力。

而一旦接入第三方服务商，滴滴
对其的安全管控力度肯定不如自营
车辆，如果出现中小程序出行服务商
在司机资质审核、车辆安全性等方面
把关不严，导致事故发生，这口“锅”
恐怕还要作为接入平台的滴滴来一
起背。而滴滴必须在新业务推广与确
保风险系数最低两方面寻求平衡，否
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引来更多的麻烦。

滴滴接入第三方服务商
面临服务扩容下的安全难题

□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毕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