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充 沛资金浸润下 ，深圳历 来都是民营企业 及高科 技企业的 发展沃土。 截至2015年年底 ，深圳风投 机构达4.6万家，总注册资本达2.8万亿元，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 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国内创投 机构前20强深圳 占据约 一半。 从而使得深圳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大中城市前列。
深圳靠“
三来一补” 起家，相继走出华 为、中兴 、腾讯、招行、中国 平安等世 界级企 业，在这 个过程中 不仅形成完善的金融 生态，也形成完备的产业 集群，使得全球硬件创客们对深 圳趋之若 鹜。
就在一个多月前，苹果公 司CEO库克宣 布，将在深圳设 立研发中心。 截至 目前，深 圳科技型企业超3万家，其 中，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超4700家，4G技术、超材 料、基因 测序、3D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 深圳新兴产业（包括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四大未 来产业）占GDP比重已 达40%，同比增速高于GDP增速 。 自2016年开始，未来3年 深圳还 将主导或参与研制600项以 上各类 国际标准，力求成为无人 驾驶飞 机、超材料 等领域的国际 标准引领者。
在2016年复旦 首席经 济学家论坛上，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深圳已超香港，十年后 还会超 美国硅谷 。 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深圳展现 的强大内生动 力值得期待。 如果说硅谷的出现 ，使美国经 济在过 去几十年始终挺立世界潮头，那 么中国在这一 轮产业结 构调整中碰到的问题也必须通 过技术 革命来 解决。 从此角度来 看，深交 所的全球化是深圳成为国际高 新技术领 军城市 的契机 ，而深圳 又将是中 国经济 结构调 整能否 成功的核 心变量 之一。
国际化之路难一蹴而就
如前所述，深港通是在一 个正确的时点迈出了重 要一步，但中国资本市场 走向国 际化的道 路并不会一蹴而就。 从 沪港通开 通两周年来看，截至11月16日，“
沪股通” 在464个交易日中累计交易 金额为2.26万亿元人民币 ，“
港股通” 在 455个交易日累计 交易金 额为1.49万亿港元；“
沪 股通” 过去两年净 买入为 1325亿元人民币，“
港 股通” 净买 入为3544亿港元。 从 日均成交额来看，在大多 数交易 日中，其每日额度并没有 被充分 使用，两地 市场交易活跃度与预 期存在落差。 因此业内人 士普遍认 为，由于 深市估值水平较高，初期 吸引资 金大幅 进入的 可能性不大。
然而，诚如 港交所行政总 裁李小加 所言，要 把两地市场互通互联视作是一 座持续 多年的开 放大桥，而不是 以一周 或一个月的上座率来衡 量成败的音乐会。
从短期来看，“
深港通” 启动有利于解 决当前中国资产荒下 的资金“
堰塞湖” ，满 足投资 者全球配置资产 的现实需求，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中 国经济 面临的风 险。
从中期来看，有利于吸引 更多境外长期资金进入 内地资本市场，有效改善 A股市场 投资者结构。 而深 港通将 更多战略新兴企业纳入投资标 的，有利于推动这 些企业 走向国 际化，带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从长期来看，将会促使中 国资本市场进一步跟国 际接轨，推动A股改革创新 ，并提高内地监管部门监 管水平 。 一旦助力A股顺利 纳入MSCI指数，将吸 引万亿 元规模资金流入，大大推 动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在沪港通成功运行两周年，深港通正式启动之际，我们要看到两地市场格 局已出 现一些变 化，一批境外大 型资产 管理公司已使用沪股通 配置A股。 沪市平均 市盈率 出现稳 步提升，而港股也已走出低迷。
我们还要看到，两地监管 机构在探索跨境监管合 作方面已颇有建树，积累 不少有 效经验。 11月 18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成功查处首 例沪港通跨境 操纵案件，涉及非法获利3亿元。 意味着跨境 监管有 了新突破。
我们还要看到，海内外经 济政治形 势错综复杂，而沪港通资金流向已逐渐 走向均 衡，交易额也开始稳中有 升，经受 住了严峻 考验。
我们还要看到，作为深港 通的两个 主角城市之一 ，香港2016年前三季度GDP为18121亿港 元，深圳 和它的经济总量已较接近。 深港 通开通，将 使金融要素及资源在“
深港都市圈” 中充 分流动 ，深港携手 演绎的“
双城记” 也会更 加精彩。
我们更要看到，中国资本 市场的国际化正在有条 不紊地推进。 “
沪伦通” 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 成果，下一步将 进入相关操作性制度和 安排的 研究与 准备阶段。 还有学者提议将沪深市 场与香 港市场互联互 通的成功 经验加 以复制 推广，把 互联互通模式引 入欧洲 、美国。
聪明钱” 已摩 拳擦掌，向香江 口不断 汇集，只待 发令枪响。 可以 预见的是，在不远的未来，一个顶 尖的全球交易所将会出 现，一个世界级经济新引擎即将 发动，一个超级都市圈将 更加强大，一个金融强国会最终崛起。
此时此刻，南来北往的“
这一切的一切，将从今日 启动的深港通引燃。
点点滴滴，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河大湖。 放声千古 江山，高歌大江东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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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配图 照片说 明

图片一：1991年4月16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获 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成 立，7月3日，正 式开业并召开新闻发布 会。

争创八大新优势 ” 并积极付诸实施。 到20世纪末，深市 实现了从区域到全国的跨越式 成长。
图片二：1996年9月5日，深 交所召开第四次会员大会，提出“

图片三：2004年5月17日，经国务院 同意，中国 证监会 批复同 意在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 。 5月27日，中小 企业板 启动。 6月25日，中小 企业板首8家公司挂牌上市。

图片四：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正式启动。 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集中 挂牌。

深港互通一小步 中国经济一大步
—写在深港通开通之际
——
□本报记者 杜雅文

制图/王力

从沪港通到深港通，迈出这一步耗时七百多个日夜。
在此期间，以杠杆资金崩塌为导火索引发的股市深幅调整，可谓史无前例。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步伐却从未停止。
启动深港通，全面实现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是中国必须寻求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强国之路，也是深交所迈入全球最大量级证券交易所俱乐
部后，必须承载的走向全面开放和成熟的历史使命。
围绕深港通，市场话题多聚焦于投资机会，但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来看，与深交所唇齿相依的深圳，从来就是冒险家的乐园。 在深交所走向国际化的契
机下，依托其建立起来的金融生态链，来自海内外的无数创业者会继续汇聚此地。 一如数十年前的美国硅谷，带动中国经济穿越当前迷雾的新引擎或许就在
深圳，就在此时启动。
历史选择了此时此刻，此时此刻必将成就历史。

成就全球顶尖交易所

一波三折的深港通
在沪港通启动后，深港通看似是按
部就班的“一小步” ，实际却不平凡，只
因它开通时的市场境况与沪港通迥异。
它背后透露出的重大信号是历经一段
时间休养生息后，A股市场风险已充分
释放，进入平稳运行的可控状态。
时间退回到两年前。 2014年11月
17日，沪港通正式启动。 在随后的七
个多月中， 上证指数一口气翻番，最
高攀升到5178.19点，展开自2007年以
来又一轮大牛市。 然而， 以场外配资
被查处为导火索， 一场史无前例的股
市深幅调整出现了。 短短两个多月上
证指数接近腰斩， 市值凭空蒸发数十
万亿元。
在暴跌开始的半年多时间里，市场
相继经历千股跌停、 国家队进场救市、
熔断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件。 不少
投资者从一夜暴富的天堂坠入爆仓强
平的地狱，那种焦灼痛苦的烙印恐怕终
生难忘。 伴随熔断机制被迅速废除，市
场终于迎来休养生息时刻，而多项改革
创新也因此折戟。 其中“十三五” 规划
中删除了上交所战略新兴板，意味着这
一酝酿长达近四年的创新被搁置，而此
前热议的注册制也被暂缓。 整个资本市
场进入疗伤阶段， 改革创新被取而代
之，稳定成为第一要务。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不断
探底的漫长过程。 大量从实体经济释放
出来的热钱，在股市深幅调整后狼奔豕
突，并引发全国楼市疯狂暴涨，将中国
经济再度推向危险境地。 在海外，美联
储加息反复、英国公投脱欧、欧洲系列
暴恐事件、美国大选选出“黑马” 等接
连不断的“黑天鹅” ，让海外市场持续
动荡不安。
虽国内外经济形势空前复杂，但中
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之而来
的必然是寻求国际金融舞台上的重要
地位。 改革开放刻不容缓，而这一切的
先决条件是尽快稳定市场。
于是， 在这段痛定思痛的日子里，
监管部门正本清源，荡涤污浊：蓄意炒
作的妖股被查处； 靠内幕交易支撑的
“股神” 屡屡现形；伪造业绩、虚假上市
的新股被抛弃；滥用并购重组拉抬壳价
的垃圾股被否定……刮骨疗伤从新股
发行到借壳上市到并购重组，涉及到市
场方方面面的参与者。
系 列 措 施 下 ，A 股 进 入 平 稳 运 行
期。 两年前开通的沪港通，在内外部资
本市场复杂多变情况下经受住了考
验，两地监管部门也积累了大量经验。
深港通此时顺势开通， 已具备天时地
利因素。
根据8月发布的深港通 《联合公
告》， 深港通及沪港通总额度取消，并
扩大股票可选范围。 深港通开通后，意
味着内地市场对外开放的格局已覆盖
到多层次资本市场各主要部分， 沪深
两市有近1500只股票可供境外投资者
选择。 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其
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含义则是股市深
幅调整带来的切肤之痛正被慢慢抚
平， 中国资本市场正逐渐走入良性运
行轨道。

1991年4月16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7
月3日，正式开业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如果说推出深港通是顺应时势， 那么
对于历经二十六年风雨的深交所来说，则
意味着开始真正向全球顶尖交易所迈进。
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 深交所在摸索
中诞生，靠创新求存，历经多次生与死的考
验。从诞生之日起，深交所就与上交所展开
了激烈竞争。 2000年为筹备创业板，深交
所受命停止主板IPO。 然而伴随以纳斯达
克为代表的互联网泡沫破灭， 创业板也被
搁置。
随后，整整四年深交所没有新股发行，
融资功能完全丧失。 不仅与上交所在上市
公司数量、流通市值等方面迅速拉开差距，
一批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也舍弃深圳出走
上海。甚至传言中国平安、招商银行这两大
诞生在深圳的金融机构，也要搬去上海。于
是， 引爆深圳从民间到官方对这座城市前
途及命运的深深忧虑与思考。
终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
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2004年5月，深

交所以中小企业板形式重启新股发行。 五
年后的2009年10月，创业板推出。 至今，深
交所逐步形成 “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
板” 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反之， 伴随大国企基本完成改制上市
后，上交所面临上市资源萎缩窘境。就在创
业板推出次年的上半年， 深交所一度坐上
全球交易所融资规模头把交椅。数据显示，
2016年深交所股权融资位列全球第二位，
交易量排世界第三。
在体量上， 深交所已成为全球一流交
易所，但从成熟度和开放程度看，完成从一
流到顶尖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
国资本市场长期封闭境况下， 与纳斯达克
等发达市场相比， 深交所创业板存在挂牌
门槛高、退出机制不完善、融资手段较少、
整体估值偏高、 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散户为
主等问题。虽然近年来，深交所已与数十家
境外交易所和市场机构建立起战略合作关
系，以求优化资源跨境配置，但在一些发达

地区的证券交易所通过参股并购合纵连
横，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本聚集地和
资源配置中心时， 深交所在国际金融舞台
上的话语权与其体量显然很不匹配。
伴随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直接融
资终将占据主流地位，未来深交所还有放
量增长的市场空间。 而对全球开放的程度
越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必然也就越高。 来
自穆迪的最新行业研究显示，中国企业海
外并购继续迅速增长，但伴随经济结构调
整，并购重点正在从资源相关行业转向高
附加值行业， 追求技术、 品牌和新市场。
2016年前三季度，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及
政府支持性政策推动，已完成和待完成的
中国海外并购交易规模已超出2015年全
年水平。 此次深港通开通，将使得中国最
有活力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与国际资本直
接对接，不仅会推动这些新兴企业快速全
球化，也将助力深交所真正走入国际金融
力量的角斗场。

启动中国经济新引擎

1996 年9 月5 日，深交所召开第四次会员大会，提出“争创八大
新优势” 并积极付诸实施。 到20世纪末，深市实现了从区域到全国
的跨越式成长。

就在深交所迈出里程碑的一步， 与其
命运早已水乳交融的深圳， 或许也将借此
契机吸纳来自海外的资金和技术， 加速融
入全球创新产业链条，从而完成走向“中
国硅谷” 的蜕变，成为带领中国经济走出
低谷的发动机。
纵观深圳三十六年发展历史， 作为缔
造金融生态链的关键因素， 深交所给深圳
带来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的快速流动，并
使金融业成为深圳支柱产业， 从而使其得
以与北京、上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从 数 据 上 看 ，2016 年 前 三 季 度 深 圳
GDP 为 13768.36 亿 元 ， 金 融 业 增 加 值
2083.78亿元， 金融业占GDP比重15.1%；
北京GDP则为17367.8亿元，金融业增加值
3116.5亿元，占比为17.9%。 上海的GDP为
19529.67亿元， 金融业增加值3371.76亿
元，占比为17.3%。 虽深圳金融业占GDP的
比重不如京沪两地， 但其同比增长15.2%

的速度，高于北京的9%及上海的13.8%。
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充沛
资金浸润下，深圳历来都是民营企业及高
科技企业的发展沃土。 截至2015年年底，
深圳风投机构达4.6万家， 总注册资本达
2.8万亿元，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约占全国
的三分之一，国内创投机构前20强深圳占
据约一半。 从而使得深圳中小板、创业板
上市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
市前列。
三来一补” 起家，相继走出华
深圳靠“
为、中兴、腾讯、招行、中国平安等世界级企
业，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形成完善的金融生
态，也形成完备的产业集群，使得全球硬件
创客们对深圳趋之若鹜。
就在一个多月前，苹果公司CEO库克
宣布，将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 截至目前，
深圳科技型企业超3万家，其中，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超4700家，4G技术、超材料、基

因测序、3D显示、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创新
能力处于世界前沿。 深圳新兴产业（包括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占
GDP比重已达40%，同比增速高于GDP增
速。 自2016年开始，未来3年深圳还将主导
或参与研制600项以上各类国际标准，力
求成为无人驾驶飞机、 超材料等领域的国
际标准引领者。
在2016年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深圳已超香港， 十年后
还会超美国硅谷。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深
圳展现的强大内生动力值得期待。 如果说
硅谷的出现， 使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始
终挺立世界潮头， 那么中国在这一轮产业
结构调整中碰到的问题也必须通过技术革
命来解决。从此角度来看，深交所的全球化
是深圳成为国际高新技术领军城市的契
机， 而深圳又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能否
成功的核心变量之一。

国际化之路难一蹴而就
2004年5月17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在深交所
设立中小企业板块。 5月27日，中小企业板启动。 6月25日，中小企业
板首批8家公司挂牌上市。

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正式启动。 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
上市公司集中挂牌。

如前所述， 深港通是在一个正确的时
点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中国资本市场走向
国际化的道路并不会一蹴而就。 从沪港通
开通两周年来看， 截至11月16日，“沪股
通” 在464个交易日中累计交易金额为
2.26万亿元人民币，“港股通” 在455个交
易日累计交易金额为1.49万亿港元；“沪
股通” 过去两年净买入为1325亿元人民
币，“港股通” 净买入为3544亿港元。 从日
均成交额来看，在大多数交易日中，其每日
额度并没有被充分使用， 两地市场交易活
跃度与预期存在落差。 因此业内人士普遍
认为，由于深市估值水平较高，初期吸引资
金大幅进入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 诚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所
言， 要把两地市场互通互联视作是一座持
续多年的开放大桥， 而不是以一周或一个
月的上座率来衡量成败的音乐会。
从短期来看，“深港通” 启动有利于解
决当前中国资产荒下的资金“堰塞湖” ，满
足投资者全球配置资产的现实需求， 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从中期来看， 有利于吸引更多境外长

期资金进入内地资本市场， 有效改善A股
市场投资者结构。 而深港通将更多战略新
兴企业纳入投资标的， 有利于推动这些企
业走向国际化，带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从长期来看， 将会促使中国资本市场
进一步跟国际接轨，推动A股改革创新，并
提高内地监管部门监管水平。 一旦助力A
股顺利纳入MSCI指数， 将吸引万亿元规
模资金流入，大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在沪港通成功运行两周年， 深港通正
式启动之际， 我们要看到两地市场格局已
出现一些变化， 一批境外大型资产管理公
司已使用沪股通配置A股。 沪市平均市盈
率出现稳步提升，而港股也已走出低迷。
我们还要看到， 两地监管机构在探索
跨境监管合作方面已颇有建树， 积累不少
有效经验。11月18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成功
查处首例沪港通跨境操纵案件， 涉及非法
获利3亿元。 意味着跨境监管有了新突破。
我们还要看到，海内外经济政治形势错
综复杂，而沪港通资金流向已逐渐走向均衡，
交易额也开始稳中有升，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我们还要看到， 作为深港通的两个主
角城市之一，香港2016年前三季度GDP为
18121亿港元， 深圳和它的经济总量已较
接近。深港通开通，将使金融要素及资源在
“深港都市圈” 中充分流动，深港携手演绎
的“
双城记” 也会更加精彩。
我们更要看到， 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
化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沪伦通” 已取得
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将进入相关操
作性制度和安排的研究与准备阶段。 还有
学者提议将沪深市场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
的成功经验加以复制推广， 把互联互通模
式引入欧洲、美国。
此时此刻，南来北往的“聪明钱” 已摩
拳擦掌， 向香江口不断汇集， 只待发令枪
响。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未来，一个顶
尖的全球交易所将会出现， 一个世界级经
济新引擎即将发动， 一个超级都市圈将更
加强大，一个金融强国会最终崛起。
这一切的一切， 将从今日启动的深港
通引燃。
点点滴滴，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河大
湖。 放声千古江山，高歌大江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