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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资本狂欢吹大估值泡沫
银行系口风转向急避风险

新疆番茄加工产业
困境突围三重奏

站在风口的P2P市场，吸引各路资金土豪蜂拥
进场，其平台估值也旋即飙升数倍。 由于平台跑路
等问题日益突出，一度热衷入股P2P的银行系机构
态度开始转向，看空唱衰情绪弥漫。

国内番茄酱行业已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在最
新的限产保价政策升级版——
—“精算” 策略保障
下，番茄酱价格将摆脱周期性波动，维持在行业成
本线之上。 业内龙头企业仍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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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养老金论坛在京举行
专家建议养老金投资应重视超额收益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沪港通顺利启动 首日运行平稳

肖钢：沪港通开创跨境证券投资新模式
□本报记者 周松林 黄莹颖
11月17日，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沪港通）开通仪式在上海、香港同时举行。 上午
9时30分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
正，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共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当
日交易鸣锣开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香港
交易所主席周松岗为港交所敲响开市锣声。 伴随沪
港通试点正式启动，沪港两地证券市场成功实现联
通，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迈入了新纪元。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
长吴利军，国务院相关部委、全国人大相关部门、上
海市政府的有关负责同志，香港证监会、港交所、证
券期货监管系统及市场机构的代表也出席了在上
海的开通仪式。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出席了在
香港的开通仪式。
沪港通启动首日，投资者热情高涨，交易平稳。
其中，沪股通触及单日130亿元的额度限制；港股通
使用额度17.673亿元，剩余单日额度87.327亿元。

A02

财经要闻

澳大利亚获500亿元RQFII额度
中澳实质性结束自贸协定谈判

资本市场重大制度创新
▲ 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许，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右二），
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
右一）共同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当日交易鸣锣开市，标志着作
为资本市场重大制度创新的沪港通正式
启动，沪港两地证券市场成功实现联通。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
17日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
意向声明。 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7日签署在澳大利
亚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同意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 （RQFII） 试点地区扩大到澳大利亚， 初期投资额度为
500亿元人民币，之后将确定悉尼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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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上市房企销售量价连涨三月
楼市明年料复苏

▲

肖钢在开通仪式上致辞。 他指出，沪港通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推进两
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大举措，是资本市场的一
项重大制度创新。 沪港通的构想来源于市场，顺应
了投资者的需求，是沪、港交易所敏锐把握大势、勇
于开拓创新、长期精诚合作的成果。 在我国资本项
目尚未完全实现可兑换的情况下， 开创了操作便
利、风险可控的跨境证券投资新模式。
肖钢表示，沪港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丰富
了交易品种，优化了市场结构，为境内外投资者投
资A股和港股提供了便利和机会，有利于投资者共
享两地经济发展成果，促进两地资本市场的共同繁
荣发展。 有利于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巩固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实力。 有利于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
肖钢强调，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迎来了难
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逐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使之成为打造中国
经济升级版的强大支撑，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广阔平台，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载体。
肖钢说， 作为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机构，我
们要与香港证监会密切合作， 加大跨境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活动，确保沪港通试点平
稳运行，（下转A02版）

17日，由泰达宏利基金和中
国证券报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
养老金论坛” 在北京举行。 与会
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我国
老龄化程度迅速加重，养老体系
面临严峻挑战，老龄人口比例上
升导致养老金收支压力加大，有
中长期收支失衡风险，多层次养
老体系是应对 人 口 老 龄 化 的 长
效机制。 养老金投资应重视超额
收益。
专家建议， 基金投资管理是
积累性养老计划的关键， 养老基

金投资运营应建立明确、 合理的
长期投资目标， 将长期投资目标
转化为可操作 的 中 短 期 投 资 目
标， 力争获取超过长期比较基准
的超额收益， 改变目前养老金投
资组合重绝对回报轻超额收益、
业绩评价没有基准的现状。
数据显示， 我国养老金支付
高峰正加速到来， 预计在2030年
左右， 养老金支付将面临巨大压
力。 财政部此前公布的2014年全
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显示，
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 收 支 结 余 2371 亿 元 ，（下 转
A02版，相关报道见A07版）

11月1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
中右）和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岗（
中左）
在启动仪式上开锣。
当日，沪港通启动仪式在香港交易所
举行。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 摄

■ 今日视点

Comment

17日，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发布其监测的31家上市房企10月
销售数据。 10月份，31家上市房企销售额共计1688.3亿元，环比上
升13.9%。 上市房企销售额已经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 链家地产对
21家有可比数据的房企监测显示，上市房企销售价格也已经连续3
个月上涨。 业内人士认为，这反映出房地产市场出现企稳回升的趋
势，明年市场有望逐步复苏。

沪港通助力A股国际化
□本报记者 龙跃
沪港通17日启航。 短期而言，由于预期较为充分加之
初期规模有限，沪港通给A股市场带来的影响预计相对中
性。 从中长期看，这一制度建设引发的正面效应将是非常
深远的，A股国际化进程可能将借此机会趋势性启动。
最近一个月， 围绕沪港通启动，A股市场投资者博
弈情绪日益高涨，银行、券商、白酒等相关板块纷纷出
现明显上涨，此前存在的AH股溢价在快速收窄。 当沪

港通启动后，短期市场博弈又倒向利好兑现的层面，一
些沪股通蓝筹高开低走。 其实，从初期总量3000亿元、
每日限额130亿元的规模看，沪港通对市场短期影响显
然被投资者夸大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沪港通对A股意义有限，其真
正的影响或许应从中长期角度来理解。 纵观韩国、中国
台湾等的股市历史，当其开启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时，
基本都会伴随着一轮力度较大、 持续时间较长的牛市
行情。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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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市场
酝酿更佳入场机会

嘉宾：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股票型基金经理 赵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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