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股通” 并没有那么冷

沪港通开通后， 另一个引发关注

的现象是，南向北向资金的巨大差异。

沪港通开通之后， 沪股通的额度很快

用完，而港股通额度却一直少人问津。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

认为，对于港股通而言，较高的资金门

槛将很多散户投资者排除在外，“多数

散户的场内资金都没有达到50万元” ；

其次， 目前的换汇政策容易导致投资

者出现汇兑损失， 这也成为参与港股

通的一个阻碍； 对于A股市场而言，相

关概念股经过前期的炒作， 在利好兑

现之时获利资金倾向离场， 而增量资

金此时更愿意选择观望， 因此形成了

目前的这种局面。

境内投资者对于港股缺乏兴趣的

另一个原因是， 他们对于香港的市场

交易规则与操作逻辑有些陌生。 一个

有意思的例子是，沪港通开通当日，一

部年代久远的经典香港电视剧 《大时

代》被多个自媒体“翻出” ，理由是可

以从这部电视剧中学习港股的炒作逻

辑。 一位深圳的个人投资者表示，香港

市场不设涨停板、T+0等交易制度与A

股迥异，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同时香港

市场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及A股严格，很

多公司也比较陌生。 深圳一位公募基

金经理表示，像炒A股那样炒港股根本

不可能。“A股创业板的网游公司的估

值可以炒到50倍， 而这样的公司在港

股市场只值5倍，并且香港市场的小市

值公司股权也比较集中，交投不活跃，

游资进入后无法全身而退。 ”

不过，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

注到港股通的投资机会。 事实上，在深

圳港股投资者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他

们的资金进出香港的渠道多种多样，

长期以来也积累了很多操作港股的经

验。 一位常驻香港的内地媒体记者结

合自身的经历甚至表示， 港股的规律

并不难摸透， 至少她个人在操作港股

的过程中还没有过亏损，而A股却令她

损失连连。

深圳的个人投资者老王有很多操

作港股的朋友，而他一直买卖A股。 虽

然早就有各种参与港股的机会， 但是

他却一直只关注A股。 在券商投顾的

强烈要求下，老王开通了沪港通，藉着

这个机会， 这几天老王也开始关注港

股。 “一来像腾讯这样的公司我也可

以用A股账户直接买入了， 二来很多

香港的科技股公司我一直都有兴趣，

待我了解透港股的游戏规则， 我也会

参与。 ”

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

市场人士都表示， 随着港股知识的逐

渐普及，港股通的热度会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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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1年11月22日发布的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于2014年10月14

日发布了《关于“11报喜01”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2014-039），并于10月15

日、10月16日分别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日选择将持有的 “11报喜

01”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11报喜01” 回售登记日为

2014年10月14日至2014年10月16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登记公司深圳分公

司” ）提供的数据，“11报喜01” 的回售数量为16,223张，回售金额1,622,300.00元，在

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剩余托管量为2,983,777张。

公司对“11报喜01”回售部分支付的本金及利息，已于2014年11月18日划至登记公

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该资金通过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

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证券公司在2014年11月24日划付至投资者

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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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 年 7� 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因公司第一大股东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

组。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年7月28�日起停牌。 2014年8月27日、9月26日、10

月27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27日

起继续停牌，并按照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目前，有关各方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进行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并正在

就本次资产重组预案进行论证和确定,由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公司所有

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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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沪港通一周扫描

F

投资风格且行且变 沪港通或启A股“非对称战”

本报记者 张昊

备受关注的沪港通开通一周有余，与此前的预期相比，上周前半周的市场表现似乎差强人意。 不过，多位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沪港通未来会为A股市场带来重大影响的逻辑目前难以证伪，国际资金进驻A股之后将寻找其感兴趣的标的长期“潜伏” ，必将改变A股长期以来形成的游戏规则。 而短期来看，A股则更有可能呈现出类似“超限战”的非对称战局，即新境内外投资者基于各自的投资理念在不同的战线上各玩各的，你走阳关道，他寻独木桥。

境外资金开始“潜伏”

“说好的沪港通行情呢？ ”深圳股民老李对沪港通开通之后的市场表现表示不解。

在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之前，这一概念不时成为整个市场的兴奋点，包括券商在内的多个相关板块因此出现明显上涨。 特别在沪港通开通前的一周，上汽集团、大秦铁路的蓝筹个股屡屡被各研究机构提及，并被冠以“境外投资者最看好个股” 。

然而，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当日以及随后的2个交易日中，上证综指出现“三连阴” 。 传说中的“境外投资者最看好个股”也是低于预期。 表现最具戏剧性的个股可能要数上汽集团。 11月17日当天，上汽集团以涨停开盘，然而涨停只维持了不到半天就开始回落，最终以上涨3.18%收盘，此后的两个交易日上汽集团继续回落至沪港通开通之前的股价之下。

“将上汽集团打至涨停的，不可能是境外资金，”深圳某基金经理如此评价。 这位基金经理认为，个别蓝筹股由于沪港通开通之前被视为境外投资者强烈关注，进而引来了场内的游资。 “利好前炒作———利好兑现———获利离场” ，这是典型的场内游资的风格。 “目前的大盘股行情，看上去似乎有些扑朔迷离，但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 ”在上述基金经理看来，沪港通开通前多只蓝筹股被推至高位，利好真正兑现之后获利了结是A股常见的逻辑。 同时，成长股此前被连续打压，从蓝筹板块流出的资金此时又回流至成长股，因此市场表现出成长股单边上涨的格局。

“不过，我相信境外资金已经开始潜伏了。 ”深圳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表示。 高股息率、高现金流、业绩稳定的公司是每个成熟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共同爱好的标的。 随着沪港通的开通，A股市场中的这类公司必定会引来境外资金的长期驻入。 “这类投资者最关心的就不是资本利得，因此这些公司是否有境内投资者的参与根本不重要，人家自己买入并持有，甚至连短期的下跌都不会在乎。 ”上述私募基金经理对明年的蓝筹股行情颇为乐观，“别看境外资金这种‘随风潜入夜’似的悄声潜伏，但是这种资金会聚沙成塔，不可小觑。 两年内多只大盘蓝筹股都有翻倍的可能。 ”

境内外投资者开打“超限战”

如果不是上周五加息前夜的金融股暴涨，上周的成长股可能是整个市场表现最抢眼的板块。 就在大盘蓝筹股差强人意的同时，一度陷入调整的成长股却异军突起。 沪港通即将改变A股的市场格局几乎成为市场共识，而成长股的行情却让不少投资者感到，“太阳照常升起。 ”

多位市场人士都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与境外市场特别是香港市场相比，A股的小市值公司的估值偏高，未来很可能面临调整压力。 但是深圳一位业绩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经理在认可上述逻辑的同时也表示，成长股不可能出现全面的调整，未来市场表现最为抢眼的个股依然只能出自创业板和中小板。 “A股的成长股上涨的逻辑短期内不会破除，毕竟这些公司才能代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境外市场的成长股估值水平的参考值有限。 明年市场中，蓝筹股可能会搭建一个舞台，但是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戏子，肯定还是成长股。 ”

一些市场人士预判，后沪港通时代初期的市场格局很可能是这样的：在部分成长股估值向下调整的同时，另一些有业绩支撑的成长股的股价会继续不断创出新高，与此同时大批的蓝筹股会逐渐呈现出估值向上修复的行情。 但很显然，犀利的成长股与稳健的蓝筹股是由来自境内外的两股不同资金推动。

而从长期来看，偏好成长股的境内资金和偏好蓝筹股的境外资金必将互相影响，A股的市场格局也会因此而变。 宝盈基金经理张小仁表示，在沪港通开启之前，众多国际投行都列出看好的A股个股名单，一些公司在这些名单均榜上有名，这说明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偏好趋向一致，他们对于低估值、有业绩支撑、有稳定分红的公司更有兴趣。

如果这些境外机构投资者长线持有A股的此类公司，那么不管境内的投资者是否参与，他们投资的股票都会上涨，因此这些都是长线资金，并且会持续增持。 这样的局面在A股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 “长期以来，A股的投资者更善于跟风炒作，而境外投资者更善于价值投资。 沪港通的开通，将使得两种投资风格相互碰撞，未来A股的市场走向也会因此而变。 ”

“港股通”并没有那么冷

沪港通开通后，另一个引发关注的现象是，南向北向资金的巨大差异。 沪港通开通之后，沪股通的额度很快用完，而港股通额度却一直少人问津。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对于港股通而言，较高的资金门槛将很多散户投资者排除在外，“多数散户的场内资金都没有达到50万元” ；其次，目前的换汇政策容易导致投资者出现汇兑损失，这也成为参与港股通的一个阻碍；对于A股市场而言，相关概念股经过前期的炒作，在利好兑现之时获利资金倾向离场，而增量资金此时更愿意选择观望，因此形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境内投资者对于港股缺乏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香港的市场交易规则与操作逻辑有些陌生。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沪港通开通当日，一部年代久远的经典香港电视剧《大时代》被多个自媒体“翻出” ，理由是可以从这部电视剧中学习港股的炒作逻辑。 一位深圳的个人投资者表示，香港市场不设涨停板、T+0等交易制度与A股迥异，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同时香港市场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及A股严格，很多公司也比较陌生。 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表示，像炒A股那样炒港股根本不可能。 “A股创业板的网游公司的估值可以炒到50倍，而这样的公司在港股市场只值5倍，并且香港市场的小市值公司股权也比较集中，交投不活跃，游资进入后无法全身而退。 ”

不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到港股通的投资机会。 事实上，在深圳港股投资者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他们的资金进出香港的渠道多种多样，长期以来也积累了很多操作港股的经验。 一位常驻香港的内地媒体记者结合自身的经历甚至表示，港股的规律并不难摸透，至少她个人在操作港股的过程中还没有过亏损，而A股却令她损失连连。

深圳的个人投资者老王有很多操作港股的朋友，而他一直买卖A股。 虽然早就有各种参与港股的机会，但是他却一直只关注A股。 在券商投顾的强烈要求下，老王开通了沪港通，藉着这个机会，这几天老王也开始关注港股。 “一来像腾讯这样的公司我也可以用A股账户直接买入了，二来很多香港的科技股公司我一直都有兴趣，待我了解透港股的游戏规则，我也会参与。 ”

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市场人士都表示，随着港股知识的逐渐普及，港股通的热度会逐渐提高。

利好效应叠加

机构看好市场强势持续

□本报记者 朱茵

随着央行在上周末降息政策的公布， 机构对市场走强的信心

更为坚定，虽然短期并不火爆，但沪港通带来的长期价值更为投资

者所关注。

沪港通使用额度或逐步上升

“最先进入市场的多是对冲基金， 很多海外的养老基金等长

期投资者还没有进入” ，有分析师表示，最初沪股通额度没有如预

期般的火爆，反而有点冷清，并不表示沪港通没有价值，随着中国

A股纳入海外大的指数，如MSCI\富时等，将有更多的基金和资金

跟踪进入，对于中国市场的配置比例也将持续上升，而这将是可以

预期的。

机构投资者分析，港股通开闸几日遇冷，大致原因有：一是汇

率因素，交易过程存在汇兑损失及汇率波动风险；二是港股相比A

股交易成本较高、繁杂；三是标的少且蓝筹股为主（沪股通568个

标的，港股通268个标的）；四是港股更易受美股影响，中期走势不

明等等因素。 但是这并不代表机构投资者不看好沪港通对市场的

长期影响力。

从操作层面讲，国元证券表示，在价值策略来看，港股更喜欢

高派息的，A股更喜欢现金流高的。 两地低波动的策略，对于大市

值股票都是有效的。香港市场相较于内地市场最大的区别，就是香

港市场有很多的衍生品可以去选择、去投资，放在组合里面，提高

组合的有效性。

菁英时代董事长陈宏超说：“沪港通的根本目标是加快资本

市场的开放，更多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沪港通的试点是中国的资

本市场打开国门的开始，将促进经济转型，引导资本市场更好的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投资者，我们未来对上市公司的评价，要放

到国际价值体系里评判。开放后短期影响不会太大，未来万亿资金

进入的概率很高。 ” 他认为，目前市场还处于蠢蠢欲动的早期，个

别大机构才刚刚开始关注， 国外的钱也正慢慢回流。 据我们的经

验，一轮长期调整后，有回流资金进入，未来会有大的行情。调整越

充分，确定性越高。

“掘金” 思路已经明确

申万研究所表示，目前市场的投资风格正在“裂变” ：如果把

中国经济体视为一只股票，这只股票正在由成长股向价值股转变。

这也决定了市场的投资风格将从过去单纯的“成长为王” 向价值

和成长并重的“平行世界”转变。

高盛表示，A股和H股存在潜在的差异：一是市场和板块的相

关性：A股和H股市场回报之间较为相关（62%），但板块回报的

相关性在17%到71%之间， 表明投资者需要在H股自上而下的板

块观点之外辅以对A股的自下而上的具体分析。 二是外国机构投

资者对市场的影响： 外国投资者在大部分亚洲股市都是回报的推

动力，但在A股的特定板块中其影响可能受到限制，因为内地股市

中个人投资者占到交易量的82%，而其持股比重达57%。三是投资

风格和主题：两地市场中，价值和成长主题此起彼落表现不一，但

A股市场中规模仍然是主导因素。 其中一些但不是所有风格都将

趋同。四是市场盈利预测：市场预测数据有两组（IBES�和万得），

因此对同一只股票采用不同的预测得出的投资结论差别很大。 所

以在解读个股市场预测数据时一定要尤为谨慎。五是A-H股估值

差距：沪港通可能会加速估值趋同过程，但由于投资者的偏好和摩

擦成本不同，该计划不大可能完全消除两市估值差距，H股折让股

可能会成为估值差距收窄的主要推动力。

国信证券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向把握A股投资机会： 一是

关注A股高分红蓝筹的配置价值。 过去两年中高分红收益率的公

司在两地的表现有明显差异，港股走势要明显强于A股。从QFII的

持股来看，对于大市值和高分红收益率的公司也有明显的偏好；二

是关注具有稀缺性的消费龙头白马，如白酒、品牌中药等；三是从

AH折价角度，一些估值较低的A股值得关注。国信证券称，综合重

要性以及行业机会，他们推荐商贸纺服、医药、建筑、建材、地产、银

行、家电、食品饮料和机械九个行业。

“北热南冷”特征显

红利发酵尚待时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上周一“沪港通” 启动首日投资者热情高

涨，沪股通触及单日130亿元的额度限制，港股

通使用额度为17.67亿元，“北热南冷” 较为明

显，此后流入资金明显回落，但相较港股通，沪

股通依然相对强势， 显示出A股海外投资者吸

引力仍在。分析人士指出，沪港通的启动肯定有

助于海外资金流入A股， 但这种政策红利发酵

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累积效应，不过“闸门”已

经打开，可以预期的是，基金互认、A股被纳入

到MSCI指数等都将逐渐落地，最终必然会为A

股带来更多的资金活水。

“北热南冷” 特征显著

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以来，沪港通下

股票交易总体平稳有序，但“北热南冷” 的市场

特征却一直延续。

从成交情况看，截至11月21日，沪港通下

成交金额合计291.01亿元人民币。其中，沪股通

累计成交509485笔，成交金额252.31亿元人民

币，净买入为236.4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累计成

交95379笔，成交金额38.70亿元人民币，净买入

为29.28亿元人民币。 由此来看，海外资金更倾

向于布局A股，而内地资金却颇为谨慎，暂时对

港股保持观望。

从市场表现来看， 上周共有530只沪股通

股票正常交易，其中有338只股票实现上涨，占

比超过6成，华发股份、东风科技、厦门国贸、小

商品城和梅花生物5只股票涨幅超过20%，21

只股票涨幅超过10%，169只股票涨幅超过3%；

在下跌的185只股票中， 陕西煤业跌幅最大达

6.42%，9只股票跌幅超过5%，47只股票跌幅超

过3%，其余个股跌幅普遍较小。

上周共有268只港股通股票正常交易，其

中有52只股票实现上涨，占比不足2成，其中华

宝国际与人和商业的涨幅超过10%， 分别为

13.41%和11.90%，9只股票超过5%，15只股票

涨幅超过3%；在下跌的208只股票中，威高股

份、现代牧业等15只股票跌幅超过10%，有53

只股票跌幅超过5%，105只股票跌幅超过3%。

分析人士指出， 经济增速放缓制约了A股

市场的总体反弹高度。但从目前来看，经济增长

进入“新常态” ，伴随着经济调结构，以及改革

红利不断释放， 将为A股市场带来较大的投资

机会，海外资金布局意愿较强。而香港市场是一

个开放性的国际市场， 交易对手为国际投资大

鳄、机构等，而且香港市场的T+0，以及没有涨

跌停板限制的规则也意味着， 一旦投资标的出

现大的波动，就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敢于试水

的内地投资者还是少数。 这也造成了“北热南

冷” 的现象。

红利发酵尚需时间

虽然相较港股通， 沪股通对于海外资金的

吸引力更强，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沪股通股

票在上周也出现了资金净流出的现象， 显示境

外投资者对于沪港通标的仍较为谨慎， 并不愿

意盲目加仓。分析人士指出，沪港通的启动肯定

有助于海外资金流入A股， 但这种政策红利发

酵需要一个过程， 沪港通对于A股的影响更应

该着眼于中长期。

上周530只沪股通标的累计净流出资金

197.68亿元， 其中390只股票实现资金净流出，

占比超过7成，其中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和伊利

股份的资金净流出额超过5亿元，分别为6.34亿

元、5.81亿元和5.71亿元，80只股票的资金净流

出额超过1亿元。 由此来看，内地投资者参与沪

港通标的炒作的热情并不高， 部分前期布局的

获利资金在沪港通开通后反而选择离场。

分析人士指出， 沪港通的启动肯定有助于

海外资金，尤其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入，但这种离

岸资金的流入是一种长期的过程。 沪港通启动

为A股走出去打开了重要的一扇门， 可以预期

的是，红利将逐渐兑现，最终必然会为A股带来

更多的资金活水。中期来看，沪股通是对现有的

QFII、RQFII制度的有益补充，将进一步开放内

地市场，推进两地市场的实质性连接，同时沪股

通将给A股市场估值带来实质性影响； 长期来

看，相比于A股市场，港股市场更加成熟，沪股

通对于完善内地A股市场制度有较大益处，对

于MSCI将A股纳入全球配置将发挥积极作用。

投资风格且行且变 沪港通料启A股“非对称战”

□

本报记者 张昊

备受关注的沪港通开通一周有余，与此前的预期相比，上周前半周的市场表现似乎差强人意。 不过，多位

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沪港通未来会为A股市场带来重大影响的逻辑目前难以证伪，国际资金进

驻A股之后将寻找其感兴趣的标的长期“潜伏” ，必将改变A股长期以来形成的游戏规则。 而短期来看，A股则

更有可能呈现出类似“超限战”的非对称战局，即新境内外

投资者基于各自的投资理念在不同的战线上各

玩各的，你走阳关道，他寻独木桥。

境外资金开始“潜伏”

“说好的沪港通行情呢？ ” 深圳股

民老李对沪港通开通之后的市场表现

表示不解。

在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之前，这

一概念不时成为整个市场的兴奋点，

包括券商在内的多个相关板块因此出

现明显上涨。 特别在沪港通开通前的

一周，上汽集团、大秦铁路的蓝筹个股

屡屡被各研究机构提及，并被冠以“境

外投资者最看好个股” 。

然而，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当日

以及随后的2个交易日中，上证综指出

现“三连阴” 。 传说中的“境外投资者

最看好个股”也是低于预期。表现最具

戏剧性的个股可能要数上汽集团。 11

月17日当天，上汽集团以涨停开盘，然

而涨停只维持了不到半天就开始回

落，最终以上涨3.18%收盘，此后的两

个交易日上汽集团继续回落至沪港通

开通之前的股价之下。

“将上汽集团打至涨停的，不可能

是境外资金，” 深圳某基金经理如此评

价。 这位基金经理认为，个别蓝筹股由

于沪港通开通之前被视为境外投资者

强烈关注， 进而引来了场内的游资。

“利好前炒作———利好兑现———获利

离场” ， 这是典型的场内游资的风格。

“目前的大盘股行情，看上去似乎有些

扑朔迷离，但实际上也在情理之中。 ”

在上述基金经理看来，沪港通开通前多

只蓝筹股被推至高位，利好真正兑现之

后获利了结是A股常见的逻辑。 同时，

成长股此前被连续打压，从蓝筹板块流

出的资金此时又回流至成长股，因此市

场表现出成长股单边上涨的格局。

“不过，我相信境外资金已经开始

潜伏了。 ” 深圳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表

示。 高股息率、高现金流、业绩稳定的

公司是每个成熟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

者共同爱好的标的。 随着沪港通的开

通，A股市场中的这类公司必定会引来

境外资金的长期驻入。“这类投资者最

关心的就不是资本利得， 因此这些公

司是否有境内投资者的参与根本不重

要，人家自己买入并持有，甚至连短期

的下跌都不会在乎。”上述私募基金经

理对明年的蓝筹股行情颇为乐观，“别

看境外资金这种‘随风潜入夜’ 似的

悄声潜伏，但是这种资金会聚沙成塔，

不可小觑。 两年内多只大盘蓝筹股都

有翻倍的可能。 ”

境内外投资者开打“超限战”

如果不是上周五加息前夜的金融

股暴涨， 上周的成长股可能是整个市

场表现最抢眼的板块。 就在大盘蓝筹

股差强人意的同时， 一度陷入调整的

成长股却异军突起。沪港通即将改变A

股的市场格局几乎成为市场共识，而

成长股的行情却让不少投资者感到，

“太阳照常升起。 ”

多位市场人士都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与境外市场特别是香港市场

相比，A股的小市值公司的估值偏高，

未来很可能面临调整压力。 但是深圳

一位业绩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经理

在认可上述逻辑的同时也表示， 成长

股不可能出现全面的调整， 未来市场

表现最为抢眼的个股依然只能出自创

业板和中小板。“A股的成长股上涨的

逻辑短期内不会破除， 毕竟这些公司

才能代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方向， 境外市场的成长

股估值水平的参考值有限。 明年市场

中，蓝筹股可能会搭建一个舞台，但是

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戏子， 肯定还是

成长股。 ”

一些市场人士预判， 后沪港通时

代初期的市场格局很可能是这样的：

在部分成长股估值向下调整的同时，

另一些有业绩支撑的成长股的股价会

继续不断创出新高， 与此同时大批的

蓝筹股会逐渐呈现出估值向上修复的

行情。 但很显然，犀利的成长股与稳健

的蓝筹股是由来自境内外的两股不同

资金推动。

而从长期来看， 偏好成长股的境

内资金和偏好蓝筹股的境外资金必将

互相影响，A股的市场格局也会因此而

变。 宝盈基金经理张小仁表示，在沪港

通开启之前， 众多国际投行都列出看

好的A股个股名单，一些公司在这些名

单均榜上有名， 这说明境外投资者的

投资偏好趋向一致，他们对于低估值、

有业绩支撑、 有稳定分红的公司更有

兴趣。

如果这些境外机构投资者长线

持有A股的此类公司，那么不管境内

的投资者是否参与，他们投资的股票

都会上涨， 因此这些都是长线资金，

并且会持续增持。 这样的局面在A股

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 “长期以来，

A股的投资者更善于跟风炒作，而境

外投资者更善于价值投资。 沪港通

的开通， 将使得两种投资风格相互

碰撞， 未来A股的市场走向也会因

此而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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