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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恒生指数走势

杨博

估值修复行情正酣 中资公司领涨港股（主）

分析人士提醒恒指急升存回调风险

本报记者 杨博

在政策利好和低估值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港股近期热度不断攀升。 恒生指数过去两个交易日涨幅高达6.6%，沪港通下的港股通额度连续两日用尽，显示内地资金加速流向香港市场，全天成交再创历史天量。 整体来看，中资股成为本轮行情领涨主力，各细分行业板块百花齐放。

目前机构普遍看好港股前景，但也有分析人士提醒，港股近期升势凌厉，短期累积涨幅较高，后市回调风险也随之加大。

资金南下延续强势

过去两周港股热度持续升温，特别是清明节后，港股更是火爆异常。 在8日大涨3.8%后，恒生指数9日早盘一度大涨逾6%，盘中创下27922.67点的七年半新高，随后涨幅逐步收窄，截至收盘上涨2.7%。 过去两天市场交易量显著扩大，9日成交金额达到2915.3亿港元的天量，超过前一天的2500亿港元，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南下资金成为助涨市场的重要动力。 9日当天，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单日使用额度连续第二天用尽，且较前一日提早20分钟。 另据香港联交所数据，9日港股通交易额达到261亿港元，超过前一天的209.5亿港元，再创历史新高，这一规模远远高于此前平均每天不到20亿港元的交易水平。 彭博亚太区行业研究分析师蒂姆·克雷格黑德分析称，受近来香港股票涨势影响，中国内地散户投资者受到吸引，加大了对香港市场的投资。

除上述南下资金外，境外资金流入香港的趋势也比较明显。 近期美元兑港元汇率持续走低，8日和9日连续触及7.75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9日盘中一度降至7.7494。 这显示国际资金流入香港的力度加大，对港元需求增加。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是支撑港股走强的重要因素。 证监会和保监会日前分别发布新规，对内地公募基金和保险机构投资港股“松绑”，上述新措施为港股增量资金带来巨大想象空间，结合深港通预期，给港股市场带来提振，资金南下趋势明显。

中银国际9日发布报告称，内地公募基金截至3月底的资产规模达4.6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12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股市，预计内地在4月将有1000亿元人民币的新基金产品发行募集，最快5月可南下透过沪港通等渠道买入港股。

美银美林分析师认为，资金流入香港市场的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考虑到A股触及4000点的强技术阻力位，预计未来几周南下香港的资金将保持强劲。

中资股表现最突出

近期港股市场上，中资股成为领涨主力。 过去两天恒生国企指数分别大涨5.8%和2.6%，恒生红筹指数分别上涨5.8%和3.15%。

分行业板块来看，中资券商、科网和新能源板块均表现强势。 证券机构中，海通国际近两日累计涨幅接近50%，中国银河、国泰君安国际近两日累计涨幅都在30%以上，其他中资券商股涨幅也都达到两位数。 科网股中，金山软件、方正控股、金蝶国际涨幅都在两位数以上，联众、蓝港互动涨幅超过30%，行业龙头腾讯控股股价两日累计涨幅达到7%。

分析人士表示，除政策红利外，在A股大幅上涨的背景下，港股作为“价值洼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也是吸引资金流入的重要因素。 随着资金在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的双向流动加快，未来部分港股估值有逐步向A股靠拢的趋势，两地价差将趋向收窄。

与A股相比，港股估值明显偏低。 截至3月底前，港股涨幅远远落后于A股，AH股价差扩大。 据Wind数据，此前长期低于100的恒生AH股溢价指数在3月底飙升至136.52的三年半高位，意味着H股相对A股折价30%以上。 在港股连续大涨后，目前AH股溢价指数回落至123.7。 美银美林分析师预计，未来几周AH股溢价可能持续收窄，资金持续流入的背景下，相对A股有显著折价的H股和一些香港市场独有的股票将受益。

民生证券分析称，根据A股此轮牛市风格与节奏，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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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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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天然偏好。

投资者应保持审慎

目前机构普遍看好港股市场前景，兴业证券分析认为，此番政策诸多利好恰逢港股相对A股及新兴市场处于大幅折价时期，港股作为全球估值洼地将获得资金追捧，估值修复的行情有望延续。 增量资金将显著提升港股市场交易活跃度。

不过在市场火爆的同时，一些风险因素也逐步凸显，短期回调压力加大。 耀才证券分析师表示，恒生指数升势颇为急促，虽然成交金额再创新高，具备动力支持，但升势过急可能导致股指在本月中旬出现反复。

还有分析师表示，目前进入港股的内地资金只是急先锋，大部队要等到深港通政策落地才会跟进。 港股短期上涨过快，后续接盘资金可能跟不上，需警惕流动性风险导致的短期回调。

港交所主席周松岗8日表示，沪港通是香港股市成交创新高的一大催化剂，该机制为香港市场引入了新的流动性，尤其是最近内地监管机构厘清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参与沪港通的政策，进一步活跃了市场。 他同时提醒称，投资者任何时候都应保持审慎态度，尤其在市场情绪亢奋的时刻，因为市场情绪随时可能改变。

汇业证券策略分析师岑智勇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港股上涨行情有望持续，直至港股估值与A股估值的分歧收窄。 两者估值差距收窄，可能意味着港股的升幅有限。 此外还可留意港股通交易量的变化，如果交易规模下跌，也意味着南下资金减少，港股升势可能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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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港股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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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南下延续强势

过去两周港股热度持续升温，特别是清明

节后，港股更是火爆异常。 在8日大涨3.8%后，

恒生指数9日早盘一度大涨逾6%， 盘中创下

27922.67点的七年半新高， 随后涨幅逐步收

窄，截至收盘上涨2.7%。 过去两天市场交易量

显著扩大，9日成交金额达到2915.3亿港元的

天量，超过前一天的2500亿港元，再度刷新历

史新高。

南下资金成为助涨市场的重要动力。9日当

天， 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单日使用额度连续第二

天用尽， 且较前一日提早20分钟。 另据香港联

交所数据，9日港股通交易额达到261亿港元，

超过前一天的209.5亿港元， 再创历史新高，这

一规模远远高于此前平均每天不到20亿港元的

交易水平。彭博亚太区行业研究分析师蒂姆·克

雷格黑德分析称，受近来香港股票涨势影响，中

国内地散户投资者受到吸引， 加大了对香港市

场的投资。

除上述南下资金外，境外资金流入香港的趋

势也比较明显。 近期美元兑港元汇率持续走低，

8日和9日连续触及7.75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9

日盘中一度降至7.7494。这显示国际资金流入香

港的力度加大，对港元需求增加。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是支

撑港股走强的重要因素。 证监会和保监会日前

分别发布新规，对内地公募基金和保险机构投资

港股“松绑” ，上述新措施为港股增量资金带来

巨大想象空间，结合深港通预期，给港股市场带

来提振，资金南下趋势明显。

中银国际9日发布报告称， 内地公募基金

截至3月底的资产规模达4.68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2.12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股市，预计内地

在4月将有1000亿元人民币的新基金产品发

行募集， 最快5月可南下透过沪港通等渠道买

入港股。

美银美林分析师认为，资金流入香港市场的

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考虑到A股触及4000

点的强技术阻力位，预计未来几周南下香港的资

金将保持强劲。

中资股表现最突出

近期港股市场上，中资股成为领涨主力。 过

去两天恒生国企指数分别大涨5.8%和2.6%，恒

生红筹指数分别上涨5.8%和3.15%。

分行业板块来看，中资券商、科网和新能源板块

均表现强势。证券机构中，海通国际近两日累计涨幅

接近50%，中国银河、国泰君安国际近两日累计涨幅

都在30%以上， 其他中资券商股涨幅也都达到两位

数。科网股中，金山软件、方正控股、金蝶国际涨幅都

在两位数以上，联众、蓝港互动涨幅超过30%，行业

龙头腾讯控股股价两日累计涨幅达到7%。

分析人士表示，除政策红利外，在A股大幅

上涨的背景下，港股作为“价值洼地” 的吸引力

持续增强，也是吸引资金流入的重要因素。 随着

资金在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的双向流动加快，未

来部分港股估值有逐步向A股靠拢的趋势，两地

价差将趋向收窄。

与A股相比，港股估值明显偏低。截至3月底

前， 港股涨幅远远落后于A股，AH股价差扩大。

据Wind数据，此前长期低于100的恒生AH股溢

价指数在3月底飙升至136.52的三年半高位，意

味着H股相对A股折价30%以上。 在港股连续大

涨后，目前AH股溢价指数回落至123.7。 美银美

林分析师预计，未来几周AH股溢价可能持续收

窄，资金持续流入的背景下，相对A股有显著折

价的H股和一些香港市场独有的股票将受益。

民生证券分析称，根据A股此轮牛市风格与

节奏，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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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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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天然偏好。

投资者应保持审慎

目前机构普遍看好港股市场前景，兴业证券

分析认为，此番政策诸多利好恰逢港股相对A股

及新兴市场处于大幅折价时期，港股作为全球估

值洼地将获得资金追捧，估值修复的行情有望延

续。 增量资金将显著提升港股市场交易活跃度。

不过在市场火爆的同时，一些风险因素也逐

步凸显，短期回调压力加大。 耀才证券分析师表

示，恒生指数升势颇为急促，虽然成交金额再创

新高，具备动力支持，但升势过急可能导致股指

在本月中旬出现反复。

还有分析师表示，目前进入港股的内地资金

只是急先锋，大部队要等到深港通政策落地才会

跟进。 港股短期上涨过快，后续接盘资金可能跟

不上，需警惕流动性风险导致的短期回调。

港交所主席周松岗8日表示，沪港通是香港

股市成交创新高的一大催化剂，该机制为香港市

场引入了新的流动性，尤其是最近内地监管机构

厘清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参与沪港通的政策，进一

步活跃了市场。 他同时提醒，投资者任何时候都

应保持审慎态度， 尤其在市场情绪亢奋的时刻，

因为市场情绪随时可能改变。

汇业证券策略分析师岑智勇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港股上涨行情有望持续，直

至港股估值与A股估值的分歧收窄。两者估值差

距收窄，可能意味着港股的升幅有限。 此外还可

留意港股通交易量的变化， 如果交易规模下跌，

也意味着南下资金减少，港股升势可能见顶。

港股QDII额度紧俏

部分基金“限购”

□

本报记者 徐文擎

昨日， 港股通单日额度连续第二天

未及收盘便用尽。在市场火爆行情下，包

括嘉实恒生H、嘉实恒指ETF、南方恒指

ETF、南方中国中小盘、银华恒生国企指

数分级等多只港股QDII基金净值“水涨

船高” ， 港股QDII基金一夜之间成为投

资者的“香饽饽” 。

多位基金经理表示， 在多重政策利

好以及当前A股已累积较高涨幅的情况

下，港股的价值洼地效应凸显，增量资金

进入港股有可能分流一部分A股的“弹

药” ， 长期看利于降低A股小盘股的估

值泡沫。

估值洼地效应凸显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

为，A/H股溢价指数一度超过130%多，

吸引了大量抄底资金进入港股；同时，A

股在4000点整数关口前，面临一定幅度

的震荡回调， 短期内港股的赚钱效应更

明显， 这样导致一部分资金选择去炒港

股，知名的蓝筹股会比较受欢迎。

北信瑞丰基金副总经理高峰分析

称，相对于A股市场，港股处在价值洼地

中， 这一方面是由于港股目前最主要的

投资者来自海外，更喜欢大蓝筹，对小公

司的经营风险比较担忧， 给的折价比较

明显；另外，以A股当前每天的成交量和

扣除大股东的自由流通市值来计算，基

本二三十天就会全部换手一遍， 这就造

成A股投资者比较喜欢高波动的小盘

股，相对于港股来说，小盘股的相对溢价

特别高。

他说，未来若沪港通完全放开，A股

散户投资者可能会关注港股的中小市值

股票，这会拉升港股的总体估值，同时也

会使港股的估值结构像A股靠拢。 这种

情况可能会对A股起到一定的负面作

用， 尤其是对A股中估值已经很高的小

盘股。 港股中替代性的投资品会分散一

部分资金， 但同时也有助于降低A股小

盘股的估值泡沫。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基金经理此前也

表示，如果A股短期喘口气暂歇，H股的

表现可能相对更有吸引力， 金融及周期

性板块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不少私募对于港股也早有所布局。

上海利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建平表示，港股里有很多便宜但未来增

长确定的公司， 对这类公司一直很青

睐 。 “目前 我们持有的港股 多 是

100-150亿市值的公司，但我们不会过

分看中市值，不贵、预期收益率会超过

15%的股票都会买。相对A股，港股确实

是价值洼地。 ”

港股QDII受热捧

4月8日， 嘉实恒生H、 嘉实恒指

ETF、嘉实海外中国、南方中国中小盘、

银华恒生国企指数分级等多只港股

QDII净值大涨。 但受制于外汇额度，并

不是所有主投港股的QDII都能让投资

者申购。 4月9日，银华基金发布公告称

由于外汇额度的限制， 根据相关规定对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4月8日的

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拒绝。 记者从北京某

银行客户经理获悉，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基金或于近日采取限购措施， 限购额度

为40亿元人民币，一旦申购超限有可能

启动比例配售。“嘉实海外今年业绩好，

又是目前市场上少见的还有QDII额度

的基金， 不少客户都有借道公募基金投

资港股的需求。 ” 该银行客户经理说。

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QDII额度

审批情况显示，3月26日获批QDII额度

的基金公司共有5家，嘉实基金获得额

度最大，为34亿美元，其次是南方基金

的26亿美元。 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外

管局审批QDII额度指的是一个公司获

得的总体额度， 并非单只基金的QDII

额度。

业内人士分析， 去年下半年以来，

上证综指涨幅接近90%，同期恒生指数

涨幅不到10%，AH股溢价指数飙升，这

意味着A股价格比港股高出近40%。 从

估值来看，被低估的港股后续机会依然

很多。

A股牛市刺激中概股回暖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A股和港股近日的牛市行情已辐射到在美国

上市的中概股，近期衡量中概股整体表现的霍特中

概股指数表现屡超美股大盘。截至8日收盘，该指数

暴涨5.05%，而当日纳斯达克、标普500指数仅分别

微涨0.83%、0.27%。

分析人士指出，从去年年底以来，中概股总体

表现低迷，特别是随着A股逐步升至高位，大量中

概股投资资金另谋出路。 但近期中概股受益于A股

和港股市场的牛市，投资者信心出现回升，应看到

目前投资热点多局限于A股热炒的相关板块，因此

需警惕基础不牢的中概股出现明显回调。

紧跟A股港股步伐

沉寂许久的中概股近期紧跟A股和港股的步

伐，迎来爆发。不仅整体涨幅屡超美股大盘，板块和

个股更出现了轮动上涨的高潮。

截至8日收盘， 霍特中概股指数暴涨逾5%，A

股市场被爆炒的“互联网+”概念板块领涨，其中联

合信息单日涨幅高达98.40%，航美传媒、庆客隆以

及中国鸽瑞股价涨幅也达到35%以上。 整体而言，

除酷6网、智联招聘、华视传媒等为数不多的个股下

跌之外，大多数中概股收涨，欢聚时代、微博、新浪、

奇虎和聚美等数十只股票涨幅在10%以上。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下半年A股市场走势开始

向好，部分资金转战A股，这影响了中概股的表现。

与此同时，海外资金对中概股的热情也有所下降。

不过，多数中概股从高位大幅回落之后，投资价值

开始凸显， 那些基本面扎实的中概股预计会逐步

走稳。

有市场分析师表示， 从近期大涨的中概股可

以看出， 领涨的多为一线互联网公司和中国移动

游戏概念股。 这些股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直

受美国低估中概股的影响而导致股价一直远离

2014年初的高点。 而“互联网＋” 概念的A股上市

公司， 国内的市值一般都在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但赴美上市的中国互联网龙头企业的估值只有

200亿元人民币左右， 这其中的价差或存投资机

会。 举例而言，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视频龙头优酷

土豆，自去年11月股价达到22.02美元高位以来，至

今已经下跌了近40%， 总市值不到200亿元人民

币，而在国内上市的乐视网市值则达到773亿元人

民币，是优酷土豆的4倍。

中概股走势存差异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强调，由于不能像港股那

样直接受益于沪港通的资金注入，中概股在美国资

本市场的活跃度短期内无法达到A股和港股的水

平。 投资者目前更多仅是对其信心有所恢复，资金

大量回归仍需时日， 在缺乏牢固基础的前提下，需

要警惕其回调风险。

分析人士表示，资金一直致力于寻找资本市场的

价值洼地，随着A股市场上科技、“互联网＋”概念股

持续走高，反衬出一些赴美上市行业龙头企业的低估

值，中概股近期暴涨也体现出了资本市场对中概股的

“价值修复” 。看好中概股前景的投行也开始增加。汇

丰银行和摩根大通维持百度买入评级；中金将网易评

级升至买入，目标价大幅调升31美元至136美元。

然而中概股也存在一定差异，新能源等板块仍

未追随A股和港股启动，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中概股

所处环境与内地投资市场有所区别，一些A股市场

的热点领域并不一定能得到资金支撑。美银美林日

前在中国内地出台行业利好政策的背景下仍调降

了英利和天合光能的评级，中概光伏板块近日整体

承压，多数股票持续走低。

中资银行板块估值优势凸显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2014年以来， 上证综指涨幅超过

77%。 伴随着资金大量涌入，银行股亦

受到追捧。截至2015年3月31日，四大行

涨幅平均接近50%。 与此同时，四大行

的H股股价并未如A股般强劲上涨。

2014年以来，四大行H股股价平均增幅

仅为11%左右。 券商人士指出，目前AH

股溢价不断走高，H股估值明显低于A

股，尤其是H股中资银行板块的“掘金”

机会凸显。

四大行市值排名生变

蛰伏了多年的银行股终于一扫此前

的“破净” 状态，尤其是几波强势上涨，

引领大盘冲击4000点。 数据显示，目前，

建设银行市净率最高，为1.10倍。中国银

行则摘得四大行市盈率 “金牌” ，由

2013年末的4.79增至7.11倍， 市净率与

其他银行处于大致相同水平。 分析人士

指出，过去一段时期，中行股价涨幅显著

高于同业，其重要原因在于此前其股价

估值水平显著低于可比银行，因而获得

较多券商分析师和买方机构认可，尤其

是受到A股市场公众投资者的追捧。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A股银行板

块加速冲高，而H股的表现相对低迷，走

势明显落后A股，可谓“一半海水一半

火焰” 。 AH股溢价不断走高，这也导致

了同时在A股和H股上市的国有四大行

市值“生变” 。 据了解，目前工、农、中、

建四大行的 “A+H” 股本占比分别为

75.65%+24.35%、90.5%+9.5%、71.59%+

28.41%、3.84%+96.16%。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股本的结

构性差异也解释了四大行在2014年以

来为何市值增长幅度有所不同：A股市

场的强劲增长与H股市场的相对平稳，

使H股占比超过96%的建设银行市值

增长不足12%；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和中国银行这一数值增长了28%、40%

和60%。

中资银行具估值优势

正是A股、H股市场表现的差异，使

得各路资金开始马不停蹄的布局现阶段

低估值的港股市场。众多研究机构认为，

海量资金“南下” ，将大大改善港股流动

性，提升估值水平。Wind数据显示，A股

创业板市盈率已超过90倍，而港股成长

股估值尚不到15倍。A+H两地上市的87

家上市公司，A股溢价率中位数为47%。

券商人士认为， 结合目前国家政策

走向，通过对AH两个市场的比较，现阶

段低估值的港股市场处于“掘金期” 。就

目前来看， 中资银行虽然面临中国经济

三期叠加， 但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有望

为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带来资产价值重

估，同时金融改革也将同步推进，金融混

业趋势确立，协同效应显现，高估值业务

板块的注入有望提振银行股估值； 混合

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的

推进有望改造银行治理结构， 推动银行

股估值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披露的

中资银行2014年年报数据显示， 以工、

农、中、建等为代表的多家上市银行息差

水平持续改善、 不良贷款提升或已进入

“下半场” ，H股中资银行板块的投资潜

力将凸显。

在政策利好和低估值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港股近期热度不断攀升。恒生指数过去两个交易日涨

幅高达6.6%，沪港通下的港股通额度连续两日用尽，显示内地资金加速流向香港市场，全天成交再

创历史天量。 整体来看，中资股成为本轮行情领涨主力，各细分行业板块百花齐放。

目前机构普遍看好港股前景，但也有分析人士提醒，港股近期升势凌厉，短期累积涨幅较高，后市

回调风险也随之加大。

估值修复行情正酣 中资公司领涨港股

分析人士提醒恒指急升存回调风险

□

本报记者 杨博

去年10月以来恒生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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