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股活跃度有望提升

□本报记者 黄莹颖

今年以来，港股成交量增长了26%，但其绝

对数值仍与A股有巨大差距， 日均成交量不及

A股的7%。 对于允许公募基金通过沪港通投资

港股的政策，有机构认为，短期内会提升沪港

通南向交易即港股通的活跃度，进而提升港股

流动性。

相对于A股动辄上万亿元的日均成交量，今

年以来港股成交量虽有较大幅度增加， 但总量上

仍然有限，日均成交量不及A股的7%。 数据显示，

港交所今年前两个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

842.96亿港元， 较去年同期的667.26亿港元上升

26%。 衍生权证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147.46亿港

元，较去年同期的70.43亿港元上升109%。牛熊证

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65.29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

48.97亿港元上升33%。 交易所买卖基金平均每日

成交金额为90.65亿港元， 较去年同期的27.72亿

港元上升227%。

根据港交所此前披露的统计数据，2014

年，香港证券市场市值为25.07万亿港元，同比

增长4%， 去年日均成交金额为694.56亿港元，

较2013年的625.60亿港元上升11%。 而港股去

年12月的日均成交额为970.27亿港元， 同比升

24%。

统计显示，2014年交易所买卖基金平均每日

成交金额为47.27亿港元， 较前年同期的37.01亿

港元上升28%。 而去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

2277.41亿港元， 较2013年的1689.60亿港元上升

35%，有122家新上市公司，为历史新高，较2013

年的110家上升11%。 此外，2014年的期货及期权

平均每日成交量创下57.67万张合约的新高，较

2013年的53.29万张上升8%。

对于允许公募基金通过沪港通投资港股，

兴业证券认为， 短期内会提升沪港通南向交易

即港股通的活跃度，进而提升港股的流动性。沪

港通开通至今，总体活跃度不高、“南冷北温” ，

缺乏机构投资者参与港股通， 南下累计使用额

度仅为可用总额度的12%。 此次监管层允许公

募基金参与沪港通，引导资金南下，显著利好港

股。 今年以来港股市场的日均成交金额远低于

A股。

值得注意的是，此项政策中长期的作用是港

股定价权的变化。 兴业证券指出，公募资金获批

直投港股后， 内地资金流入以及投资风格的偏

好，将成为港股市场极其重要的新变量。 预计中

资有望率先在港股中小盘股票上获得话语权，进

而逐步改变港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和游戏规则，最

受益的是港股的中小盘成长股。 A股小盘股估值

溢价，但是港股小盘股缺乏外资大行的研究覆盖

而无人问津，导致流动性折价。 预计公募基金大

规模参与港股通之前，先知先觉的内地资金可能

率先布局港股，港股通股票池中的中小盘成长股

有望因估值的比价和流动性提升带来较大投资

机会。

兴业证券认为， 港股迎来落后补涨的机会。

2014年下半年以来“Ａ强港弱” 行情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两地不同的投资者结构造成， 港股由欧美

资金主导，A股完全由内资主导。随着证监会放开

公募基金投资港股， 将为港股市场带来巨大的增

量资金，内地资金对于港股的影响力将增加，进而

带来不同的投资理念， 港股市场的活跃度有望显

著提升。

公募基金“南下” H股料“水涨船高”（主）

部分机构青睐流动性好、折价高的港股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中国证监会上周五公布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沪港通交易指引》，该指引明确公募基金无须透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机制，可以直接募集资金通过“沪港通”机制投资香港股票。 30日，港股全线上涨，恒指收涨1.51%至24855.12点，创两个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当日“港股通”净买入额也创出新高。

分析人士指出，此项新政对开通4个多月的“沪港通”机制，尤其是将给一直较为清淡的南向“港股通”交易带来较大提振。 一些中资中小盘股以及高折价H股由于估值低、前景佳等原因可能受到投资者青睐，年内有望出台的“深港通”有望促使更多资金流入港股市场。

“北水”有望加速南下

分析人士指出，新政利于提高南向交易的交投量，更多内地资金有望投资港股。 据统计，“沪港通”自开通以来，北向交易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已使用约41%；而南向交易总额度2500亿元人民币，已使用额度只有约12%，差异明显。

一位基金公司投资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内地基金公司今后可以直接募集新基金去投资港股，不需再透过QDII机制。 至于在新规施行前已获核准或注册的基金，应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情况，采取不同程序参与“沪港通” 。 截至去年底，内地公募基金资产合计达48607亿元人民币，按此增速，至3月底有望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 而内地整个金融行业的QDII获批额度，总计约820.4亿美元，若当中有10%投资港股的QDII额度，透过“港股通”投资港股，其使用额度将会大幅提升。

齐鲁国际指出，内地缺乏参与南向交易的热情，因为受制于种种因素，主要可归纳为两大原因：一是个人投资者的50万元资金投资门槛；二是缺乏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之前仅仅是允许募集发行针对沪港通的指数ETF产品。 由于A股大盘表现近期远胜港股，“港股通”标的若局限于大盘股市场难以掀起投资热潮。 此次新规让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直接参与进“港股通” ，还有助于分流、疏导内地源源不绝涌入A股的资金。 而随着A/H价差近期不断拉大，H股的估值优势正逐步显现。 纵使散户对此不一定认同，对投资风格相对多元化和理性的公募基金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选择。

汇丰银行分析师预计，内地放行公募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有望为H股带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增量资金，在公募基金即将入市的提振下，预计南下的散户参与度也将大幅增加。 光大国际也指出，“港股通”此前受冷落的主要原因是内地散户对“港股通”兴趣偏低，而较重视价值投资的内地股票基金，却受到QDII额度等限制，不能参与“港股通”买港股，在新政作用下这种情况将逐渐改善。 德意志银行预计，此次内地基金涉及该政策的资金规模总额将达到1.3万亿人民币，其中活跃基金规模将达8000亿人民币。

高折价H股吸引力大

业内对于港股中可能受惠于此政策以及之后“深港通”涉及的板块预期较为明确，其中高折价的H股以及中资中小盘股成为各大机构集中推荐的热点。

汇丰银行建议，买进两地上市中大幅折价且流动性较佳的H股，如金融、工业、航空、材料等板块。 目前H股对A股创2009年以来最大折价。 以恒指AH溢价指数计算，上周五为135点较去年7月时的低位89点，涨幅超过50%，可见H股被明显低估。 汇丰同时也认为，内地券商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也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

光大国际则强调，这批获放宽的基金预计会投资较大市值股票，更着重价值投资。 这类基金可来港投资较A股折价较大的H股以及内地无法买到的优质蓝筹股，如腾讯、中移动等，还有一些跨国企业。 此外，可能受惠于“一带一路”的板块和个股近期也值得投资者关注。

德银在最新研报中表示，“深港通”一旦在今年落地，料将扩大投资名单至小型H股，其属于内地投资者较喜爱的“新经济概念股份” 。 德银分析师表示，H股将是近期最为受惠的板块，投资者可留意四个投资主题：首先是A、H股股份之中，折让较大的H股；第二是“沪港通”中具有独特性的H股；第三是恒生综合指数中的新经济概念H股、小型指数股份；第四是港股中受惠内地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楼市放松措施的股票。 H股对A股仍有大约44%的折让，预计“港股通”南下投资额会增加，助力H股上涨，令AH股差价收窄。

中资板块料受青睐

业内人士目前对港股中涉及中资的许多板块都较为看好。 时富证券联席董事邓建初指出，预计港股大市近几日可能有所回调，其后会在24200到24800点之间徘徊。 他预计，内地基金来港买股的对象，会以内地保险、电力、科技股为主，香港本地股份较难获垂青。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内地30日将二套房个贷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40%，将二手房营业税免征期限由5年变为2年等措施利好港股中的内地房产板块。

齐鲁国际认为，内地公募基金纵使获准透过“沪港通”投资港股，仍会秉承一贯以来的投资风格，不会突然出现急剧的改变，尤其会倾向参与自己比较熟识的板块和上市公司。 基于以上逻辑，预期他们对中资股的兴趣明显大于对恒生指数大盘蓝筹股。 国企指数和红筹指数应该会受益，跑赢恒指。 板块方面，今年以来A股的旅游、科技网络、传媒、农林牧渔等板块表现靓丽，收益率远超上证综指，该机构预计，相关概念的港股或会受内地公募青睐。

六福金融指出，目前低估值的中资股无疑更能规避风险以及获取更稳定的回报，颇具吸引力。 此外，部分优质高息股也值得关注。

在市场普遍较为看好该政策前景之时，也有专家呼吁投资者保持相对冷静。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洪灏认为，市场有可能过分看好此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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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化的改革方

向， 确定了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方向转型的

道路。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

中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改革、转型和创新正

成为新的关键词，中国经济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014年以来， 上证指数从2000点左右上涨到目

前的3700点，累计涨幅超过80%，沪深股市步入

新一轮牛市， 反映了投资者对于经济转型和资

本市场改革的信心。

经济步入转型，上市公司也在积极转型，不

经意间，A股市场的并购重组浪潮正在兴起。

2014年是并购重组爆发的一年， 全年A股公布

并购2290起，金额1.19万亿元，同比增长两倍左

右，其中重大资产重组208例，金额达6523亿元。

2015年，并购重组仍旧如火如荼，以3月26日为

例，全市场有135家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而

处于停牌状态。

这一轮并购重组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

先，从2013年底开始，国务院和证监会发布一系

列并购重组的意见和管理办法。 鼓励上市公司

进行并购重组， 实行分道制审核， 完善定价机

制，丰富支付工具。 其次，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背景下， 地方政府和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正

面临再平衡， 提高资产证券化率成为各方的共

识， 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需求提供了大量并购

重组标的。 再次，房地产、能源、矿产等盈利能力

日渐下降、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亟需整合升级，

传统上市公司通过产业并购实现业务转型，快

速切入到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最后，新兴

产业如TMT、医药、健康消费、环保、先进制造业

等面临行业发展变化迅速、 竞争日趋激烈的格

局， 通过并购实现外延式扩张是成长型企业发

展壮大的捷径。

并购重组一向是A股市场热门的投资主题，

并购重组预案公告后往往是连续涨停， 并购重

组股票成为两市牛股的摇篮。2014年涨幅前100

名的股票中(剔除新股)，有72只在近两年有并购

重组行为，占比超过七成。截至2015年3月10日，

2015年涨幅前100名的股票中(剔除新股)，有76

只在近两年有并购重组行为，占比也超过七成。

2014年以来，数字天域借壳的新世纪、并购乐福

地100%股权的千山药机、 并购继教网100%股

权和西安习悦100%股权的全通教育、并购众安

康100%股权和友德医科技公司20%股权的宜华

地产、并购二三四五100%股权的海隆软件等涨

幅超过500%。

靓丽表现背后有其内在逻辑。 市场化是本

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潮的重要特征。 并购重组

方案多为上市公司或股东的自发行为， 并购标

的资产呈现市场化的特征，互联网、传媒、新能

源、 医疗保健等新兴产业成为本轮并购重组标

的的主要构成， 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产业为并

购重组公司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和估值标准。

其次，通过系统分析2014年以来并购重组

方案，我们发现便宜是并购资产定价的关键词。

比如： 银之杰收购亿美软通的市盈率为9.7倍、

依米康收购亿金环保的市盈率为10.4倍、 大智

慧收购湘财证券的市盈率为10.8倍、 欧比特收

购铂亚信息的市盈率为17.7倍、 蓝盾股份收购

华炜科技的市盈率为22.9倍。我们做了个统计，

2014年以来并购重组标的资产的平均市盈率

约为20倍，大幅低于上市公司原有资产的市盈

率水平； 新IPO制度下的股票发行市盈率平均

为23倍，低于39倍的平均行业市盈率；新三板

挂牌企业市盈率整体为40倍，远低于创业板96

倍的市盈率。 相对IPO发行、新三板上市更低的

准入门槛， 并购重组资产更低的定价原则有其

逻辑合理性。或许，这是并购重组股票超额收益

的制度红利来源。

第三，对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市场往往

愿意给予较高的溢价，这背后还隐含着进一步

并购重组预期，上市公司往往会走上并购-高

成长-高估值-再并购-估值降低-股价走高

的持续扩张道路。 近几年，蓝色光标持续并购

三十多次，桑德环境、爱尔眼科、恒生电子、百

视通等环保、医疗、软件和传媒等成长白马公

司连续并购近二十次。并购重组公司的高溢价

一方面是对并购后新的资产对上市公司形成

的协同效应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对公司开展新

一轮并购的期待。

A股市场并购重组的未来发展空间如何？

2014年美国的并购交易金额占GDP的比重约

12%，而中国只有3%，比较来看我国并购市场发

展空间广阔。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背景是当

前国企改革的深化。 各地改革方案中纷纷把资

产注入实现资产证券化作为改革的主要途径，

多个省市已提出国资资产证券化目标，如湖南、

河南、北京、甘肃、湖北在方案中提到在2020年

前国企资产证券化率分别达到80%、60%、50%、

50%、50%。 而截至2013年底，中央及地方国资

委系统监管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有者权益

总额30万亿元，资产证券化率仅为31.8%。 国企

改革将带来大量的并购重组机会。 而且当前的

技术革新、市场环境、政策走向都是有利于并购

重组的， 因此可以预见未来更加波澜壮阔的并

购行情将不断上演， 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

度炒作、估值过高的现象，但大浪淘沙、去伪存

真，真正有成长空间、被低估的投资标的将持续

存在，进而形成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共赢的局面。

天时、地利、人和，正共同推动并购重组的

大发展， 市场化的特征使得本轮并购重组蕴藏

更多的市场机会。 投资重要的方面是能否把握

市场的方向，把资本配置在正确的方向，并购重

组的方向值得我们重视，或许这是未来几年A股

市场可持续的关键风口。

A股下一个风口：迎接并购重组浪潮

■华宝兴业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兼华宝事件驱动基金拟任基金经理 徐林明

中资板块或受青睐

业内人士目前对港股中涉及中资

的许多板块都较为看好。时富证券联席

董事邓建初指出，预计港股大市近几日

可能有所回调， 其后会在24200到

24800点之间徘徊。 他预计，内地基金

来港买股的对象，会以内地保险、电力、

科技股为主， 香港本地股份较难获垂

青。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内地30日将二

套房个贷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40%，

将二手房营业税免征期限由5年变为2

年等措施利好港股中的内地房产板块。

齐鲁国际认为，内地公募基金纵

使获准透过“沪港通” 投资港股，仍

会秉承一贯以来的投资风格，不会突

然出现急剧的改变，尤其会倾向参与

自己比较熟识的板块和上市公司。基

于以上逻辑，预期他们对中资股的兴

趣明显大于对恒生指数大盘蓝筹股。

国企指数和红筹指数应该会受益，跑

赢恒指。 板块方面，今年以来A股的

旅游、科技网络、传媒、农林牧渔等板

块表现靓丽， 收益率远超上证综指，

该机构预计，相关概念的港股或会受

内地公募青睐。

六福金融指出，目前低估值的中

资股无疑更能规避风险以及获取更

稳定的回报，颇具吸引力。此外，部分

优质高息股也值得关注。

在市场普遍较为看好该政策前

景之时，也有专家呼吁投资者保持相

对冷静。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

策略师洪灏认为，市场有可能过分看

好此政策的影响。

公募基金“南下” H股料“水涨船高”

部分机构青睐流动性好、折价高的港股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中国证监会上周五公布了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沪港通交易指引》，该指引明确公募基金无须通过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机制，可以直接募集资金通过

“沪港通” 机制投资香港股票。30日，港股全线上涨，恒指

收涨1.51%至24855.12点，创两个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当日“港股通” 净买入额也创出新高。

分析人士指出，此项新政完善了开通4个多

月的“沪港通” 机制，尤其是将给一直较为清淡

的南向“港股通” 交易带来较大提振。一些中资

中小盘股以及高折价H股由于估值低、前景

佳等原因可能受到投资者青睐，年内

有望出台的“深港通” 或促使更

多资金流入港股市场。

制图/韩景丰

部分低估值中资中小盘股一览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

（亿港元）

市盈率

(TTM)

近1年净利润

增长率（%）

2868.HK

首创置业

96.53 4.51 11.02 76.92

1292.HK

长安民生物流

14.57 5.18 6.92 -11.26

1258.HK

中国有色矿业

69.78 6.13 118.30 109.70

3366.HK

华侨城

(

亚洲

) 25.60 6.19 38.20 104.75

0925.HK

北京建设

43.20 6.45 816.96 555.87

2362.HK

金川国际

19.80 6.61 21,552.45 461.66

1103.HK

上海栋华

14.25 6.69 20.96 134.35

6188.HK

迪信通

28.20 6.99 19.40 43.58

2722.HK

重庆机电

46.79 7.21 1.01 -30.56

2228.HK

中国节能海东青

25.16 7.45 9.83 6.24

6869.HK

长飞光纤光缆

45.47 7.69 12.36 35.51

0357.HK

海航基础

33.88 8.40 14.79 42.95

0560.HK

珠江船务

18.72 8.46 15.90 50.71

0908.HK

珠海控股投资

18.24 8.52 252.04 1,510.92

2618.HK TCL

通讯

96.88 8.87 248.57 36.57

0882.HK

天津发展

64.69 9.13 0.61 62.09

1249.HK

通力电子

14.64 9.77 40.51 58.69

3399.HK

粤运交通

26.60 10.49 49.23 144.74

1052.HK

越秀交通基建

82.32 10.66 9.91 9.16

近3年净利润

增长率（%）

数据来源：

Wind

制表：张枕河

部分公募基金认为

H股投资将逐步升温

□本报记者 张洁

公募基金对“南下”投资港股的态度普遍较积极。有公募基

金人士表示，新政给市场带来较大的想像空间。“沪港通”给资

本市场打开了一个窗口， 新政使内地公募基金可以更顺畅地投

向港股。

“政策开闸，未来内地公募基金投资港股市场的预期升温，

这将给港股市场带来增量资金。 ” 公募基金人士普遍对投资港

股预期较乐观。

分析人士认为， 港股中六成以上的市值和交易量都集中在

中资股上，但造成股价差异的原因是资金量的差别。 在2014年

央行降息之后，大量资金涌入A股市场；而港股受美国退出量化

宽松的影响， 增量资金有限。 随着证监会放开公募基金投资港

股，一部分A股基金投资范围将扩大至港股，从而为港股市场带

来增量资金。

“沪深港三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博时

基金经理张溪冈指出，随着“沪港通” 开通以及未来“深港通”

推出，一个互联互通的大中华区股市将会逐渐形成，两地投资者

将相互渗透。“水往低处流” ，估值更低的港股对国内投资者会

越来越有吸引力，AH股差价有望逐渐缩小。他认为，在A股持续

走高、A/H差价较大的市场环境下， 已经有一些投资者开始转

移资产到港股市场。

“北水” 有望加速南下

分析人士指出，新政利于提高南

向交易的交投量，更多内地资金有望

投资港股。据统计，“沪港通” 自开通

以来， 北向交易总额度为3000亿元

人民币，已使用约41%；而南向交易

总额度2500亿元人民币，已使用额度

只有约12%，差异明显。

一位基金公司投资经理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内地基金公司今后

可以直接募集新基金去投资港股，不

需再通过QDII机制。 至于在新规施

行前已获核准或注册的基金，应根据

基金合同约定情况，采取不同程序参

与“沪港通” 。截至去年底，内地公募

基金资产合计达48607亿元人民币，

按此增速，至3月底有望突破5万亿元

人民币 。 而内地整个金融行业的

QDII获批额度，总计约820.4亿美元，

若当中有10%投资港股的QDII额度，

透过“港股通” 投资港股，其使用额

度将会大幅提升。

齐鲁国际指出，内地缺乏参与南

向交易的热情， 因为受制于种种因

素，主要可归纳为两大原因：一是个

人投资者的50万元资金投资门槛；二

是缺乏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之前仅仅

是允许募集发行针对沪港通的指数

ETF产品。 由于A股大盘表现近期远

胜港股，“港股通” 标的若局限于大

盘股市场难以掀起投资热潮。此次新

规让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直

接参与进“港股通” ，还有助于分流、

疏导内地源源不绝涌入A股的资金。

而随着A/H价差近期不断拉大，H股

的估值优势正逐步显现。纵使散户对

此不一定认同，对投资风格相对多元

化和理性的公募基金来说，至少提供

了一个选择。

汇丰银行分析师预计， 内地放

行公募基金参与“港股通” 交易有

望为H股带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

增量资金， 在公募基金即将入市的

提振下， 预计南下的散户参与度也

将大幅增加。 光大国际也指出，“港

股通” 此前受冷落的主要原因是内

地散户对“港股通” 兴趣偏低，而较

重视价值投资的内地股票基金，却

受到QDII额度等限制 ， 不能参与

“港股通” 买港股，在新政作用下这

种情况将逐渐改善。 德意志银行预

计， 此次内地基金涉及该政策的资

金规模总额将达到1.3万亿人民币，

其中活跃基金规模将达 8000亿人

民币。

高折价H股吸引力大

业内对于港股中可能受惠于此

政策以及之后“深港通” 涉及的板块

预期较为明确，其中高折价的H股以

及中资中小盘股成为各大机构集中

推荐的热点。

汇丰银行建议，买进两地上市中

大幅折价且流动性较佳的H股，如金

融、工业、航空、材料等板块。 目前H

股对A股创2009年以来最大折价。以

恒指AH溢价指数计算， 上周五为

135点较去年7月时的低位89点，涨

幅超过50%， 可见H股被明显低估。

汇丰同时也认为，内地券商在香港的

上市公司也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

光大国际则强调，公募基金预计

会投资较大市值股票，更注重价值投

资。 这类基金可来港投资较A股折价

较大的H股以及内地无法买到的优

质蓝筹股，如腾讯、中移动等，还有一

些跨国企业。 此外，可能受惠于“一

带一路” 的板块和个股近期也值得

投资者关注。

德银在最新研报中表示，“深港

通”一旦在今年落地，料将扩大投资名

单至小型H股，其属于内地投资者较喜

爱的“新经济概念股” 。 德银分析师表

示，H股将是近期最为受惠的板块，投

资者可留意四个投资主题： 首先是A、

H股之中，折让较大的H股；第二是“沪

港通”中具有独特性的H股；第三是恒

生综合指数中的新经济概念H股、小型

指数股份；第四是港股中受惠内地货币

财政政策以及楼市放松措施的股票。H

股对A股仍有大约44%的折让， 预计

“港股通”南下投资额会增加，助力H

股上涨，令AH股差价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