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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铁 王新蕾

“沪港通”近日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香港交易所26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各方已就实施“沪港通”做好了技术准
备，但仍未确定“沪港通”的最终实施
日期。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即使10月底
推不出来，无限期搁置的可能性也不会
太大，年内有望问世。

“沪港通”是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两
地证券市场建立的交易及结算互联互通
机制，通过此机制，两地投资者可透过
本地市场的交易所买卖对方交易所上市
的股票。对于内地企业而言，“沪港
通”的开通将帮助其得到更多投资者的
关注，强化企业赴港上市的优势。10月
22日，省金融办联合港交所举办山东企
业香港上市融资推介会，邀请港交所、
香港投资发展署、汇丰国际、建银国
际、齐鲁国际、方达律师事务所、德勤
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专家，介绍香港金融
资本市场的最新情况，辅助企业抓住
“沪港通”的机遇，推动更多省内企业
赴港上市融资。

省金融办副主任孙宪青介绍说，截
至目前，我省上市公司244家，其中境外
上市公司97家，有44家在港交所上市，
占比45 . 3%；境外融资规模932 . 13亿元，
其中香港775 . 2亿元，占比83 . 2%，香港上
市已成为山东企业获得境外融资的重要
渠道。

与内地上市相比，香港上市审批更
有效率，审批制度以披露为本，企业符
合上市标准即可通过。据港交所最新规

则，上市审批时间平均需时从133天减至
59天，平均问题从155个减至53个。另据
披露，港交所IPO审批时间将来有望缩短
至40天。

来自证监会10月16日消息，中国证
监会受理首发企业613家，其中正常待审
企业563家，IPO“堰塞湖”仍处高位。
此时，企业将眼光投向境外资本市场，
先分流新三板再伺机转板，转战香港或
者海外交易，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港交所华东区特派代表刘云志认
为，除了上市时间表可预期，再融资能
力强也是一大优势。

“上市企业IPO后6个月即可进行再
融资，且不需要交易所审批，根据市场
需求确定，通常一天就能完成，而且再
融资一般比IPO首发融资金额更高。”据
刘云志介绍，截至9月末，2014年港股总
融资额中，增发占到78%。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内地业
务发展华东地区代表石晨光认为：“连
接两地证券市场，仅仅是第一步。港交
所还拥有发达的衍生品市场，可与内地
互联，这不仅仅是证券市场的开放，更
是全方位的资本市场的开放。”他认
为，过去很多内地企业对于在港上市很
犹豫，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广大内地投资
者被排斥在香港证券市场之外。

刘云志说，港股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导，占比超过80%，其中外国投资机构占
比又超过60%，“沪港通”开通之后，内
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将得到国际、香
港、内地等多方投资机会，对于提高企
业的知名度也大有裨益。

对于内地企业而言，相比在海外上
市，香港的语言文化优势，会带来更强
的归属感，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和内地
IPO采用相同的游戏规则，这就需要内地
企业在登陆香港市场之前提前备好功
课。

目前，内地企业香港上市有两种方
式：直接上市(H股)、间接上市(红筹上市)。
由于直接上市财务门槛较高，这一模式主
要适用于大型国有企业；而民企多采用间
接上市的方式，通过在离岸中心设立一系
列控股公司、控制境内企业和资产，境外
控股公司之一成为香港上市主体。

随着2006年8月出台《关于外国投资
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7年修订《外
商投资行业指导目录》，间接上市的空间
越来越狭窄。以VIE架构(即协议控制)为
例，这种备受内地互联网公司青睐的间
接上市模式，在香港成行的难度很大。

除此之外，企业在内地IPO，最棘手
的问题在于审批，新股发行和销售相对
容易；与内地情况相反，在香港IPO，销
售阶段是最关键的一步。据建银国际工
作人员介绍，受市场环境和投资者关注
度不够等问题影响，企业定价与投资者
无法达成一致，很多企业由于发行阶段
没有成功，导致最终上市失败，因此在
上市之前，企业营销团队要对销售策略
和市场环境有全面的把握。

不过，“沪港通”的开通有望改变
这一难题。届时，两地投资者投资信息
和渠道的畅通，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
的关注，多方投资者之间的估值博弈，
也能帮助企业得到更为合理的估值。

省金融办举办山东企业香港上市融资推介会———

“沪港通”扩展鲁企境外融资渠道

□ 孟 佳

“沪港通”箭在弦上，却按住未发。10
月26日，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尚未取
得启动“沪港通”的相关批准，并无实施

“沪港通”的确定时间。10月27日收盘，沪
指和香港恒生指数闻声下跌。这无形中又
为监管层施加了一层压力。不过显然，监
管层的审慎事出有因。

按照9月26日上交所公布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沪港通”试点办法》（简称
“试点办法”），对“沪港通”的监管
权责，沪港两地交易所确定了“主场原
则”的监管思路，意即跨境交易结算适
用发生地市场的监管规定和规则。

由于交易委托、申报、成交、结算
的链条很长，且分段发生在沪港两地，
要想真正实现两所交叉监管，很多地方
需沪港双方在监管政策上作出特殊安
排。双方监管环境和方式存在重大差
异，上交所监管力量介入市场的程度要
高过港交所。因此，为适应对方监管需

要，在一定时期内，港方需针对内地做
更多设计。

例如，中国《证券法》明确规定，
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交易时，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
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证券
交易所根据需要，可以对出现重大异常
交易的证券账户限制交易。

基于此，内地证券市场采用一级账
户体系，交易所可获知券商买卖申报背
后的实际投资人。这种规定是基于及时
发现违规行为和保护投资者考虑。而香
港采用的是二级账户体系，香港联交所
仅被允许获得经纪商的账户和交易信
息，背后实际投资人信息则无法获知。

这样，上交所无法按照本地监管规则
对香港投资者进行有效监管，投资者超比
例持有单只股票等情况，就无法被事前阻
止。虽然上交所在《试点办法》中做了一定
技术性安排，但就该问题仍未找到制度化
解决措施。考虑到内地投资者保护方面的
法律、制度欠缺，这类风险可能会被放大，

采取过渡性措施又容易限制交易活跃度，
监管容易陷入两难境地。

另外，市场最关切的税收问题，监
管方面仍未明确。由于内地市场对资本
利得税政策长期模糊，海外机构投资者
通过沪股通投资相关A股，遇到上市公
司分红、送股时，红利税该如何征收并
不明确，卖出A股资本利得税如何缴纳
等问题也没有权威表态。

据媒体报道，上交所近日向首批参
与“沪港通”业务券商下发了《关于就
港 股 通 通 关 测 试 方 案 征 求 意 见 的 通
知 》 ， 并 附 有 “ 港 股 通 通 关 测 试 方
案”，通关测试不含资本利得税、红利
税等税费项目。媒体据此猜测，在“沪
港通”初期或免征资本利得税和红利
税，部分市场人士则希望借“沪港通”
倒逼内地资本市场税收制度改革。

“沪港通”再次被按住不发，个中
原因必然复杂，单就监管而言，挑战依
然诸多，在厘清监管政策层面的关系之
前，按住不表或是上策。

内地香港股市体制有别

有效监管机制待理顺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日前，上交所网站公布了首批获得沪港
通业务资格的89家券商名单，包括海通证
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国金证券等。尽
管沪港通暂时“搁浅”，正式业务尚未开
通，但内地投资者及获得首批业务资格的券
商们却早已摩拳擦掌，以期抢得先机。

内地投资者解禁

50万元可参与港股通

沪港通包括沪股通和港股通两部分。一
是沪股通，是指香港投资者委托香港经纪
商，经由联交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
向上交所进行申报，买卖规定范围内的上交
所上市的股票。二是港股通，是指内地的投
资者委托内地的券商，经由上交所设立的证
券交易服务公司，向联交所进行申报，买卖
规定范围内的联交所上市的股票。

“在试点初期，香港证监会要求，参与
港股通的内地投资者，仅限于机构投资者及
证券账户及资本账户余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
元的个人投资者。”海通证券山东分公司首
席投资顾问杜红静介绍说，“具体流程为：

拥有50万人民币的内地投资者委托内地券商
落盘买卖港股——— 指令到达港交所——— 向港
交所申报及传递买卖盘——— 买卖规定内的港
交所上市港股。”

据了解，对内地投资者而言，首批港股
通的交易对象，仅限以下三类港股：恒生综
合大型股指数的成份股、恒生综合中型股指
数的成份股、A+H股上市公司的H股。目前
可纳入港股通股票范围的股票共273只。

在交易规则上，香港与内地差别很大，体
现在涨跌停限制、日内T+0无限回转、交收制
度、最小报价单位、最小交易单位等方面。

无单日涨跌停限制

T+0交易为最大诱惑

“对投资者影响较大的，是涨跌停制
度。内地投资者习惯于每天10%涨跌停板的
限制，但港股市场完全没有涨跌停限制。这
意味着，如果遇上突发重大利好或者利空，
一只股票可能涨跌20%乃至30%。”杜红静
认为，这是一种机遇，但也加大了投资风
险，可谓是双刃剑。值得关注的是，香港市
场有严格的退市制度，所以对投资者而言，
炒小盘股的风险是很大的。

“港股的T+0交易也许会吸引越来越多
的内地投资者。这是因为，港股实行T+0回
转交易，日内投资者可不限次数地买卖。不
过，港股资金与股票的交收是在T+2日，买
入的股票要2个交易日才能到账确认。通俗
来说，就是当天买入的股票，经确认成交后，
在交收前也可以卖出。”杜红静介绍说。

“在交易时间上，沪港通业务将仅在沪
港两地均为交易日、且能够满足结算安排时
开通。这意味着，任何一天只要是内地或者
香港的节假日，沪港通都会暂停。”杜红静
说，“香港的节假日很多，还有气象造成的
临时休市安排。投资者可随时查看港交所官
网，一旦要临时休市，都会在首页公布。”

据介绍，虽然交易日少了点，交易日内
的交易时段更长了。相比A股，通过港股通
进行港股交易，多出了上午11点半到12点和
下午3点到4点，合计共1 . 5个小时。

最小报价、1手股数

不再固定

在交易价格方面，两地最小报价单位有
不同。“A股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 . 01元人民
币，而港股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会根据价格区

间而定。如股价高于0 . 5元（均为港元，下同）
至10元的，最小变动单位0 . 01元；高于10元至
20元的，最小变动单位为0 . 02元；高于20元至
100元，最小变动单位为0 . 05元；高于100元至
200元，最小变动单位0 . 1元。”杜红静说。

在A股市场，所有股票都以100股为1手作
为最小交易单位；但在港股，每手股票到底是
多少股却完全不同，而由上市公司自己决定。
比如，腾讯控股目前的最小交易单位是100
股，而汇丰控股最小交易单位却是400股。

在佣金、交易费、过户费等方面，两地
也有不同。据介绍，交易费率方面，两市印
花税税率均为成交金额的0 . 1%，但是沪股为
单向收费，港股为双向收费；过户费方面，
沪市按成交数量的固定比率收取，港股则按
照固定金额收取；沪市的红利税根据持股时
间长短分别按5%、10%和20%收取，而港股
中本地企业派发股息不收红利税，内地企业
派发红利按10%征税。

除此之外，与A股还有不同的是，查询港
股行情要收费。投资者通过港交所网站查询
到的港股报价，都是15分钟延迟数据，要想获
得港股实时报价，就得花费。目前，10档实时
行情收费标准为每客户每月200港元，在内地
的销售价格为每客户每月80元人民币。

内地投资者解禁 参与港股通在即
“沪港”交易规则、报价、费用等均有变化

制图：巩晓蕾

各位尊敬的车主：
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最近一段时

期，本报接到的车险投诉有所上升。投诉的问题关
系到我省车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为维护广大车主权
益，借力广大车主智慧，促进我省车险服务健康发
展，大众日报将举办“百万车主评车险”活动，自
即日起面向广大车主征集提高我省车险服务的意见
和建议，希望广大车主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大众
日报将对提出科学合理建议的车主予以表彰奖励。

参与方式为电话、微博、微信，我们恭候您的
来电、来函！

电话：85196509、85196238、85193593
微信： 微博：

关于举办

“百万车主评车险”活动

暨征集改进车险服务建议

的通知

大众日报
2014年10月29日

□CFP供图

我省交易场所建设提速

□记者 孟 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以来，省金融办统筹推进全

省要素交易市场建设，全省交易场所建设明显提
速，全省建成15家权益类交易市场、14家大宗商品
类交易市场。

为加快推动权益类交易市场建设，省金融办提
报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权益类交易场所管理暂行
办法》，为推动权益类场所规范运作提供了制度保
障；批复设立了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山东能源
环境交易中心和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海洋产权
交易市场筹建工作进展顺利。

同时，为稳步推进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建设，省
金融办出台《关于开展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大宗商
品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是全国首个推动
现期货之间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建设的专项文件，为
开展试点工作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此基础上，我省论证设立了华东石油、休斯
顿石油装备、金乡大蒜、日照大宗等4家大宗商品
交易市场开展试点工作，指导临沂市开展交易市场
筹建工作。目前，全省权益类交易市场、大宗商品
类交易市场分别为15家、14家，分别较年初增加3
家、4家，全省要素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为社会有
效投资拓展更大空间。其中，要求大力创新信贷服
务，支持开展排污权、收费权、购买服务协议质
(抵)押等担保贷款业务。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部署创新投融资工作

排污权收费权可以担保贷款

2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继续上涨25个基点
据新华社上海电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

新数据显示，10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 . 1421，较前一交易日上涨25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2014年10月2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为：1美元对人民币6 . 1 4 2 1元，1欧元对人民币
7 . 800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5 . 6894元，1港元对人民
币0 . 79178元，1英镑对人民币9 . 8983元，1澳大利亚
元对人民币5 . 4085元，1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 . 8326
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 . 4596元，1新加坡元对人
民币4 . 8184元，人民币1元对0 . 53413林吉特，人民
币1元对6 . 8812俄罗斯卢布。

前一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 . 1446。

隔夜国际汇市美元震荡下跌，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中间价继续小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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