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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加速抢滩香江 恒指创七年新高

□本报记者 杨博

香港市场8日延续火爆表现， 港股通105亿元人民币额度首次全部用

尽，显示资金南下热情高涨。 恒生指数当天大涨3.8%，盘中创下26247.63点

的七年新高，全天成交额高达2500.32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目前市场人

士普遍看好港股后市，认为行情有望延续。

中资股强劲上行

在结束长达五个交易日的休市后，香港市场8日火爆开市。 恒指当天大

幅高开432点后，升幅持续扩大，全天收涨3.8%，成交额创下2500亿港元的

天量。

南下资金成为助涨市场的重要动力。 8日当天，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单日

使用额度首次用尽。另据香港联交所数据显示，8日港股通交易额达到209.5

亿港元，再创历史新高，较前一交易日60亿港元的水平上升两倍多，且远高

于此前平均不到20亿港元的交易水平。

受益于市场交易活跃，港交所股价8日飙涨12.2%，成为港股市场

上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之一。 当天高盛发表报告予以港交所“买入” 的

投资评级，目标价由195港元上调至220港元，预计受交易费收入上升

带动，港交所今年收入将增长36%至134亿港元，净利润有望增长51%

至78亿港元。

8日港股市场上，中资股成为领涨主力。 当天恒生国企指数大涨5.8%，

红筹股指数上涨5.8%。 成交额最大的20只股票中，有14只是中资股。

行业板块来看，中资券商、银行、保险及科网板块均表现强势。证券机构

中，海通国际涨幅高达31%，国泰君安国际上涨23%，申银万国上涨20%；银

行股涨幅在3%-10%之间；保险股中，新华保险上涨14%，中国太保、中国人

保、中国人寿涨幅都在6%以上。

科网股中，金山软件、中国信息科技、中国擎天软件、金蝶国际、方正控

股涨幅都在两位数以上，联众、蓝港互动涨幅高达40%左右。 行业龙头腾讯

控股上涨3%。

此外，合并重组获批后复牌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均上涨40%以上，并

带动交运板块全线大涨。

86只H股中，有48只涨幅达到两位数，其中洛阳玻璃上涨37%，兖州煤

业上涨30%，上海电气上涨25.5%。

机构看好后市

彭博亚太区行业研究分析师克雷格黑德分析称， 受近来香港市场股票

涨势影响，中国内地散户投资者受到吸引，加大对香港投资。

除上述南下资金外，境外资金流入香港的趋势也值得关注。近期美元兑

港元汇率持续走低，8日达到7.75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 显示国际资金流入

香港的力度加大，对港元需求增加。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近期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是支撑港股走强的重要因

素。 此外港股目前也恰逢对A股和新兴市场处于大幅折价时期， 整体处于

“价值洼地” ，吸引力增强。

兴业证券认为， 港股作为估值洼地将获得资金追捧而延续估值修复的

行情。增量资金将显著提升港股市场交易活跃度，尤其是缺乏外资机构研究

覆盖的港股中小盘成长股将受益于估值比价和流动性的改善， 而得到价值

重估。

民生证券分析称，根据A股此轮牛市风格与节奏，推测南下资金在港股

市场将先扫货对A股折价的金融、国企等蓝筹板块，再杀入高科技板块。 8日

恒生国企、恒生红筹和恒生金融指数的走势印证了这一判断。 从节奏上看，

预计港股市场从低估值蓝筹到科技板块的轮动将快于A股市场， 一方面是

由于没有单日涨跌幅限制导致低估值蓝筹修复速度更快， 另一方面是来自

创业板的资金对科技板块的天然偏好。

永丰金融认为，综合美股和A股的情况，预计恒指在4月的表现值得期

待，国企指数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也有机构提醒投资者警惕短期风险。耀才证券分析师表示，恒生指数在

短短三个交易日内急升1300点，升势颇为急促，虽然成交金额再创新高，具

备动力支持，但升势过促可能导致股指本月中旬出现反复。

港股通仍有潜力可挖

恒指有望上攻28000点大关

□香港汇业证券 岑智勇

近期A股及外围股市走势向好， 港股市场在4月8日

复市后，出现补涨，恒生指数更创出近7年高位，单日成交

量亦创出新高。 恒生指数在4月8日收报26236.68点，升

961.22点，涨幅3.8%；国企指数收报13396点，升733.47

点，涨幅5.79%。 当日港股成交金额2500.32亿港元。

目前，恒生指数创出2008年5月以来的高位，单日

成交金额更创出纪录新高，突破2007年“港股直通车”

时的纪录；国企指数亦创出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 港

股在4月8日还创出多项纪录， 包括港股总市值升至

228.6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 而且港股通的单日限额首

次用尽。

港股近期走强的直接原因，主要都是来自内地方面

的因素。 首先是中国证监会于3月27日公布容许内地公

募基金参投沪港通之下的港股通标的， 并允许未有

QDII额度的内地公募基金，投资相关股份。 另一个原因

是中国保监会近日发布了 《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保险

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 扩大资金的投资范

围，包括可投资在香港的创业板股份。

上述政策的改动，都涉及容许机构投资者进入港股

市场，有别于沪港通开通初期，主要由散户投资者参与

的情况。 由于机构投资者大多关注股份估值及基本因

素，这与国际投资者的观念基本相符，着眼点明显有别

于散户投资者。 另外，机构投资者所管理的资金，亦较

散户投资者为多。

自上述政策推出后，通过港股通南下的资金明显增

加，主要投资在估值较低的板块，例如是科技板块、H股

较A股具折让的股份、 暂时只在香港上市的中资股，例

如腾讯、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移动等。 此外，香港股市独

有的品种，例如港交所及澳门博彩板块，也是较受内地

资金欢迎。

数据显示，在3月30日至4月8日期间，获得最多南

下资金净流入的股份是中国南车，涉及资金达3.08亿港

元；其次为金山软件的2.72亿港元；再次是中国北车的

2.11亿港元及中国中铁的2.08亿港元。 除了上述股份

外， 在期内获得超过1亿资金净流入的港股通股份，共

有13只。 由此可见，南下资金由之前投资在香港上市的

内地知名企业，如汉能薄膜发电、顺风清洁能源、保利协

鑫及恒大地产等，变成现在主要以政策受惠股及估值相

对较低股份为主。

从估值角度去看， 截至4月2日的港股平均市盈率

为11.15倍，明显低于A股上海市场截至4月7日的20.08

倍平均市盈率， 以及深圳市场截至4月7日的49.75倍平

均市盈率。 公募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将能发挥港

股通的真正潜力，并为港股注入新的购买力。

从技术面看，现时恒指只是刚开始上升，预料短期

内将会继续创出新高， 若短期内能上破26387.37点，相

信将有力再挑战27853.60点以及28000点关口，即2008

年1月以来的高位。

排名 代码 名称 涨幅（%） 价格（港元）

1 1766

中国南车

44.53 14.8

2 6199

中国北车

41.83 15.8

3 1108

洛阳玻璃股份

36.86 7.24

4 1060

阿里影业

36.71 3.91

5 493

国美电器

35.2 1.69

6 3998

波司登

32.22 1.19

7 1171

兖州煤业股份

29.08 9.1

8 2727

上海电气

25.52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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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宝与淘宝电影或注入

阿里影业股价应声大涨36%

□本报记者 王荣

阿里影业（01060.HK）4月8日早间发布公

告称， 已接获其控股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团的一

项资产注入建议， 双方正在就一项有关可能由

阿里巴巴集团注入若干特定的媒体和娱乐资产

予阿里影业的交易进行初步探讨。

这也是阿里巴巴集团首次对阿里影业实施

资产注入。阿里影业于4月3日停牌，4月8日复牌

后，该股股价上涨36%至3.89港元。

料注入娱乐宝等业务

阿里巴巴集团表示， 可能注资交易将包含

阿里巴巴集团的线上电影售票业务， 以及为制

作电影和其他媒体内容融资的平台。 前述业务

均自2014年开始投入运营。

据悉， 上述业务的承载实体分别为淘宝电

影票业务以及娱乐宝业务平台。

根据公开资料， 淘宝电影票业务于2014年

全面投入运营， 并迅速成为业内排名靠前的在

线售票平台，其手机客户端、PC端以及线下售票

机三大入口在2014年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市场效

益， 已成为阿里集团旗下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应

用场景之一。

而娱乐宝业务是互联网化金融产品于中国

文化产业的首个大规模应用， 是全球第一个也

是最大的C2B影视娱乐内容投资融资平台，仅

在2014年，娱乐宝平台就累计投资了12部大电

影，总投资额达超过3.3亿元，投资项目整体票房

近30亿元，接近中国当年票房的10%。仅在贺岁

档期间就有4部娱乐宝投资的电影上映，并获取

了18亿多元的票房成绩。

分析人士指出，娱乐宝业务的注入意味着，

阿里影业无需通过二级市场融资来从事新的影

视制作。 淘宝的电影票业务也可为阿里影业未

来影视内容的发行提供渠道。

阿里巴巴集团现阶段没有就可能注资交易

向阿里影业提出任何要约， 也没有签订任何协

议、以及厘定条款或时间表。

未来或进一步获注资

此次阿里巴巴拟注入的两块资产或可改善

公司的盈利水平。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两块业

务还需要与阿里影业的影视内容制作融合，同

时两大业务刚刚成立，盈利并未完全显现。

阿里影业此前也表示，公司制定了新的战略

方向，要求整合娱乐内容的融资、制作、营销及发

行，并进一步扩展公司业务。 公司的业绩将可能

由于实施新战略而进行的额外投资而在一段时

间内受到影响。但是公司将不会着力于实现可预

见未来的利润最大化，而将通过整合的娱乐模式

持续投资用户体验，力求创造长期价值。

除了阿里影业， 阿里集团还是光线传媒的

第二大股东，华谊兄弟的重要股东，同时控制发

行渠道优酷土豆、华数传媒，阿里娱乐帝国从投

资、制作、发行到渠道、终端、用户整个产业链已

成闭环，并正在逐步丰富。

分析人士指出， 阿里集团的娱乐生态圈内

覆盖的消费者众多， 其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非

常可观。未来，阿里集团继续丰富生态的同时或

许也将考虑更多资源的整合， 阿里影业作为阿

里集团控制的主要资产， 未来将继续获得资产

的注入， 同时将与其他兄弟公司开展更为密切

的合作。

市场前景看好 无人机龙头加速“推陈出新”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全球无人机制造龙头企业大疆公司8日在

纽约、伦敦、慕尼黑三地同时举行发布会。 业内

人士此前透露， 大疆将会推出Inspire （悟）、

Phantom（大精灵）两款产品的升级版，这使得

此次发布会备受外界期待。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无人机市场前景受到

看好，相关企业可能会有更多新品加速面市。

市场前景广阔

公开资料显示， 成立于2006年的大疆是一

家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无人机制造厂商， 该公

司生产的无人机被广泛运用于航拍， 并且很受

专业及业余级摄影师们的喜欢。 其产品线涵盖

中端价位的Phantom（大精灵）以及高端市场

的Inspire（悟）系列。

大疆目前占据全球民用小型无人机约70%

的市场份额。 其财报显示，该公司无人机销售额

在最近几年大幅增长。 2010年，其只有300万元

人民币的销售额；到2012年就增长至2亿元人民

币；2013年达到8亿元人民币；2014年销售额可

能是2013年的3至4倍。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大疆

的估值已经从去年初的5亿美元达到目前的约

15亿美元。 大疆无人机或将快速填补国内中高

端乃至整个无人机消费市场的巨大空白， 未来

的估值仍将水涨船高。

据专业研究机构美国蒂尔集团估计，2014

年全球无人机市场规模约为64亿美元， 到2023

年有望分别达到115亿美元。 东方证券更为乐

观， 其认为全球无人机已经迈过了高速向上的

拐点，未来十年无论是军用、民用还是消费级无

人机成长空间都非常广阔， 可能大幅超越蒂尔

的预测，起码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商用化过程加速

分析人士认为，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推动下，

商用无人机的推广有望在全球范围加速。美国联

邦航空管理局(FAA)今年3月就宣布简化小型商

用无人机使用的审批流程，允许已获得授权的企

业无需申请新的授权就可在新区域使用无人机。

根据FAA此前的规定， 即便是已经获得授

权的企业， 在将无人机用于任何新区域时仍要

提出新申请，审批流程可能长达60天。国际无人

机系统协会主管当时就表示，FAA的新政策是

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有助于更多行业和企

业开始享受无人机技术带来的好处， 对于全球

相关行业都具有借鉴意义。

东方证券研报指出，无人机可以应用于多个

领域。首先，军用方面，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和对无

人机战术研究的深入，无人机有望在未来成为主

流军用飞行器。其次，民用方面，仅农林植保和电

力巡检两大应用未来在中国就可能分别达到150

亿元人民币和1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未来防

灾检灾、地质气象、城市规划等多行业应用启动，

成长空间巨大。另外，在消费方面，航拍无人机已

经火遍全球，无人机搭载Gopro运动摄像带来绝

佳的用户体验，使得三星、腾讯、苹果、小米等消

费电子巨头纷纷计划推出消费无人机产品，2015

年有望成为消费无人机元年。

斥资5.6亿美元

伯克希尔投资涂料商

在纽交所挂牌的美涂料生产商艾仕得涂料

系统公司（AXTA）7日宣布，美“股神” 巴菲特

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同意从私募股权

巨头凯雷集团手中，以5.6亿美元的价格购入艾仕

得8.7%的股份，从而成为艾仕得的第二大股东。

据悉，上述交易金额较凯雷最初投资艾仕得

时的金额高出一倍以上。出售完毕后，凯雷集团仍

持有艾仕得46%的股权，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通

过去年11月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和最新的出

售，凯雷已经在艾仕得的投资上收获29亿美元。

伯克希尔投资艾仕得的价格合每股28美

元，略低于4月6日28.22美元的收盘价。 受上述

收购消息影响， 艾仕得股价在7日交易中大涨

近10%，收于31.11美元。

艾仕得前身为杜邦高性能涂料事业部，由

凯雷于2013年2月以49亿美元的价格购入，此

后还对其投资13.5亿美元。 该公司是最大的汽

车修理店涂料供应商和第二大的轿车和轻型卡

车制造业涂料供应商，去年盈利达到44亿美元。

有分析人士认为，伯克希尔的最新投资显示

出巴菲特加大在工业领域的押注。 目前伯克希尔

旗下的工业企业包括润滑剂制造商路博润、航空

航天零部件制造商精密铸件公司以及主要销售

建筑涂料的本杰明摩尔公司。（杨博）

沙特石油大臣暗示

或与独立产油国协商减产

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纳伊米7日表示，该

国已准备好“推高” 油价，但只有在石油输出国

组织（欧佩克）以外的独立产油国共同参与的

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

纳伊米表示， 沙特3月日均原油产量约为

1030万桶，较前月有所增长，但他没有说明产量

增长的原因。 纳伊米强调， 面对国际原油价格大

跌，沙特采取不减产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此次价

格下跌是供应过剩导致， 欧佩克成员国愿意与独

立产油国一起减产来支撑油价。 但欧佩克不能单

独减产，这可能导致丢失市场份额。“沙特仍准备

好帮助市场恢复稳定， 并以合理与适当的方式推

高价格， 这要在主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的参与下

进行，而且要遵循明确的原则并具有高透明度，由

此欧佩克成员国不必独自承担这份责任。 ”

纳伊米预计， 目前徘徊在六年低点附近的油价

近期内将会上升。 业内人士表示，纳伊米的言论预示

着， 他对于重启与俄罗斯和墨西哥等独立产油国的

减产谈判以推升油价可能持开放态度。（张枕河）

日央行行长暗示

不排除加码宽松

日股创15年来收盘新高

日本央行在8日结束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

布，维持目前货币政策不变，以每年80万亿日

元的速度扩大基础货币，符合市场预期。日央行

认为，日本国内经济“持续温和复苏” ，连续19

个月维持了对总体形势的判断， 此前实施的货

币政策也正在发挥预期效果。 日本股市日经

225指数当日收涨0.76%至19789.81点， 刷新

2000年4月以来的最高收盘点位。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随后召开的记者

会上表示，用两年左右实现2%通胀目标的方针

没有改变，并再次强调力争早日实现该目标。他

还指出，如果物价上涨趋势出现变化，就会“毫

不犹豫地调整” 货币政策，暗示将不惜加码货

币宽松。

日央行声明还表示， 受原油价格下跌影响，

日本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持平， 该行也担忧

物价若持续上涨乏力将影响到摆脱通缩的进程。

但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企业和个人仍预测

未来物价将上涨。 此外，今春劳资谈判中有更多

企业决定上调基本工资。 日本央行因此维持了

2015年度末前后可实现2%通胀目标这一预估，

并强调从长期角度看，通胀预期正在上升。

对于经济形势， 美国近期多项经济指标不

理想，2月份日本国内的工矿业生产和出口也

表现低迷。日本央行认为，美国经济只是受到了

恶劣天气等暂时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维持了日

本经济持续温和复苏的判断。 （张枕河）

壳牌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8日宣布，同意以470亿

英镑(约合700亿美元)现金加股票的方式收购

英国天然气集团。 分析人士指出，完成收购后，

壳牌能扩大在天然气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同

时还将缩小与全球最大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的

差距。

这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作为交易

的一部分，壳牌将为每股英国天然气集团的股

票支付3.83英镑现金与0.4454股壳牌B股股

票。 声明指出，若以90个交易日的平均股价来

看，这意味着收购溢价约为52%。 英国天然气

集团目前的市值为310亿英镑 (约合460亿美

元)，壳牌收购该集团成为今年规模最大的并购

交易之一。

数据提供商Dealogic数据显示，在今年的

并购市场上， 能源行业中的大规模并购交易较

为少见。 第一季度原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并购交

易总额仅为191亿美元。 （张枕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