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滬港通/深港通專題(每月更新)  

A 股流動性未見收緊，企業盈利支撐後市表現 

 

2021 年 7 月 2 日 

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顧問團隊 

A 股及港股 6 月表現反覆，令資金抱觀望態度，南下及北上資金淨流入均大幅縮減。然而，內

地多次重申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且人行近月未有明顯收緊銀根，相信市場對人行「收水」憂

慮將會逐漸降低。 
 

南下資金轉趨觀望 

5 月份，南下資金日均淨流入

錄得 26 億港元，但 6 月份恒

指區間上落，未有明顯走勢，

令內地資金轉趨觀望。6 月

份，日均淨流入金額縮減至僅

2.4 億港元，為兩年以來第二

低水平。南下資金主要淨流出

大型科網股，並淨流入汽車

股、藥品外判研發股及科技硬

件股。然而，南下資金佔港股

成交增至 12.2%，為歷史第三

高月份。 

 

 

 

 

 

 

 

 
 
北上淨流入金額回落 

A 股方面，6 月份表現反覆，

滬深 300 指數由 5,300 點回吐

至約 5,000 點，觸及 200 天

線。6 月份，北上資金日均淨

流入由 5 月份的 35 億人民幣

大幅回落至約 7.7 億人民幣，

顯示北上資金抱觀望態度。白

酒股成為北上資金主要沽出對

象，而其他板塊則未見有明顯

北上資金淨流入或流出。 

 

 

 

 

 

 

 

 

 

 

內地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 

內地政府打擊大宗商品投機性

行為，引導商品價格回歸基本

面，令部份大宗商品價格從高

位回落，有助舒緩中下游企業

的成本壓力，亦減輕了內地通

脹壓力。而 6 月下旬，人行連

續多天透過逆回購向市場投放

資金，雖然金額規模不大，且

主要是穩定半年結流動性，但

這亦意味著人行致力保持市場

流動性合理充裕。 

 

A 股市場未見槓桿泡抹 

A 股融資餘額平穩向上，雖然

融資餘額已創 2015 年後高

位，但融資餘額相對 A 股市值

比率仍維持約 2%，未見明顯

急升。這顯示 A 股的投機行為

及槓桿未有過份熾熱。另一方

面，據彭博數據，市場料滬深

300 指數今明兩年指數盈利分

別增長 17%及 13%。企業盈利

持續保持溫和增長，有助支撐

A 股表現。 

 

 

 

 

 

 

 

 

 

行業近況 – 再生能源行業 

為加快推動再生能源，內地推

進落實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

然而內地傳媒報道，原定 6 月

底展開的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

延遲開放。雖暫未知實際時間

表，但相信只是時間上問題。 

 

碳交易是政府先分配碳排放權

給交易體系內的企業，然後能

快速減排的企業便可於二手市

場出售剩餘的碳排放權，並獲

得額外收益。相反，若企業碳

排放高於其擁有的排放權，便

需於二手市場購買排放權，否

則將遭受罰款。 

 

碳排放交易市場能鼓勵企業加

快落實節能減排措施。首階段

將以電力企業試行，其後料石

油、化工、建材等行業都將被

納入碳交易市場體系。因此，

料新能源發電企業，如風電、

太陽能及水電企業可出售碳排

放權來提高收入，是碳排放交

易市場開放的主要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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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港指數 最新報價 1 個月變動 3 個月變動 1 年變動 2021 年至今 
恒生指數              28,310  -3.4% -2.2% 12.7% 4.0% 

恒生國指              10,416  -4.9% -7.1% 3.6% -3.0% 

恒生科技指數               7,892  -4.2% -7.9% 18.4% -6.3% 

滬深 300 指數               5,081  -3.9% -0.6% 17.2% -2.5% 

上證 180 指數              10,296  -4.5% -2.3% 14.0% -3.6% 

上證 380 指數               6,097  0.1% 4.5% 14.3% 4.8% 

深證成份指數              14,671  -1.3% 4.9% 19.6% 1.4% 

深證中小創新指數               2,330  2.9% 10.8% 4.2% 4.3% 

恒生 A 股行業龍頭指數               6,020  -6.5% -5.9% 15.5% -7.2%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1 年 7 月 2 日 
 

按市值計， 
20 大 AH 股 H 股編號 A 股編號 A 較 H 

溢價 
中國人壽 2628 601628 150.3% 

長城汽車 2333 601633 104.9% 

中國石油股份 857 601857 65.4% 

中信銀行 998 601998 66.2% 

中遠海控 1919 601919 83.3% 

中國神華 1088 601088 54.7% 

中信証券 6030 600030 48.9% 

中國太保 2601 601601 40.2% 

工商銀行 1398 601398 38.3% 

建設銀行 939 601939 31.9% 

中國石油化工 386 600028 32.1% 

中國銀行 3988 601988 32.8% 

農業銀行 1288 601288 34.5% 

海螺水泥 914 600585 18.8% 

比亞迪股份 1211 002594 29.5% 

萬科企業 2202 000002 17.9% 

紫金礦業 2899 601899 12.8% 

交通銀行 3328 601328 12.5% 

中國平安 2318 601318 -0.3% 

招商銀行 3968 600036 -1.7%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1 年 7 月 2 日 
 

港股、上海及深圳股市比較 

  香港股市 上海股市 深圳股市 
總市值(億元*) 528,404 443,917 368,151 

上市公司數目 2,554 1,673 2,491 

過去一年日均 
成交金額(億元*) 1,637 3,654 5,257 

  恒生指數 上證綜指 深圳成指 
2021 預測市盈率 13.2 倍 13.0 倍 23.2 倍 

2021 預測市帳率 1.31 倍 1.50 倍 3.60 倍 

2021 預測息率 2.7% 2.4% 1.2% 
資料來源﹕彭博及港交所    **港股為港元；A 股為人民幣 
截至 2021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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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德輔道中 83 號恒生總行 

本文件由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恒生投資服務」）編製及刊發，惟僅供參考之用。本文件並不構
成，亦無意作為，也不應被詮釋為投資建議，或要約或游說投資於本文件內所述之任何證券或投資項
目。透過任何途徑或以任何方式再次派發或改編本文件或其中任何部分，均在嚴禁之列。本文件無意向
派發本文件即觸犯法例或規例的司法權區或國家的任何人士或實體派發，亦無意供該等人士或實體使
用。 

本文件所載資料乃根據恒生投資服務認為可靠的資料來源而編製，惟該等資料來源未經獨立核證。在本
文件表達的預測及意見只作為一般的市場評論，並不構成投資建議或保證回報。該等預測及意見為恒生
投資服務或撰寫本文件的（一位或多位）投資顧問於本文件刊發時的意見，可作修改而毋須另行通知。
概無就本文件所載任何資料、預測及／或意見的公平性、準確性、時限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以及任何
該等預測及／或意見所依據的基準作出任何明文或暗示的保證、陳述、擔保或承諾，恒生投資服務及有
關資料提供者亦不會就使用及／或依賴本文件所載任何該等資料、預測及／或意見而負責或承擔任何法
律責任。投資者須自行評估本文件所載資料、預測及／或意見的相關性、準確性及充足性，並作出彼等
為該等評估而認為必要或恰當的獨立調查。 

恒生投資服務為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為滙豐集團的一員。除已經披露者
外，於本文件刊發日期，恒生投資服務在本文件所述公司的證券或該等公司所屬同一集團的其他成員公
司的證券中，並無擁有任何權益。滙豐集團內的公司及／或其高級職員、董事及僱員可能會持有本文件
所述全部或任何證券或投資的倉盤，亦可能會為本身買賣全部或任何該等證券或投資項目。滙豐集團內
的公司可能會就該等證券提供投資服務（無論為有關投資銀行服務或非投資銀行服務）、或承銷該等證
券或作為該等證券的莊家。滙豐集團可能會就因應該等證券或投資項目而提供的服務賺得佣金或其他費
用。 

本文件所述的證券或投資可能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且並未考慮各收件人的特定投資目標或經驗、財政
狀況或其他需要。因此，本文件並無就其中所述任何證券及/或投資是否切合任何個別人士的情況作出任
何聲明。投資者不應只根據本文件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因此,於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須基於本
身的投資目標、投資經驗、財政狀況及特定需要而作出投資決定；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應於作出任何投
資前諮詢獨立投資顧問。本文件無意提供任何投資建議，故不應依賴本文件作為投資建議之用。 

投資涉及風險。敬請投資者注意，證券及投資的價值可升亦可跌，過往的表現不一定可以預示日後的表
現。海外投資附帶一般與本港市場投資並不相關的其他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匯率、外國法例及規例
出現不利變動。本文件並非，亦無意總覽本文件所述證券或投資牽涉的任何或所有風險。於作出任何投
資決定前，敬請投資者細閱及了解有關該等證券或投資的所有發售文件，以及其中所載的風險披露聲明
及風險警告。 

編製本文件的投資顧問證實，在本文件表達的意見準確反映彼（彼等）投資顧問對（一家及多家）公司
或該（該等）公司的產品的個人意見，而彼（彼等）的薪酬的任何部分過往不曾、現在及將來亦不會與
本文件所載的特定意見直接或間接掛勾。 

© 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在事前未得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以書面方式表示批准的情況下，不得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途徑（包括
電子、機械、複印、錄影或其他形式）複製或傳送本文件各部分或將本文件各部分儲存於可予檢索的系
統。 

 (HSIS 03/18) 

 

披露事項 

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設有既定程序以辨識及處理於顧問工作營運時出現的任何相關潛在利益衝突情況。恒生投
資服務有限公司的投資顧問及其參與製作及發放本文件的職員，在營運及向管理層匯報的制度方面，均獨立於滙
豐環球市場及環球研究的業務。在本文件發布之時，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的關聯公司會不時以委託人或代理人
的身份向客戶出售和購買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在本文件中所涵蓋的公司的股票/債券（包括衍生工具），或充當
本文件中提到的證券/工具的做市商或流動性提供者。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的顧問業務與其他銀行業務的營運之間已
確立資訊分隔措施，以確保所有機密及股價敏感資料均得到妥善處理。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與評
論中涉及的公司或會有業務往來。因此，投資者應注意，公司可能存在利益衝突，或會影響本文件的客觀性。 

 

彼（彼等）投資顧問的部分薪酬乃按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的溢利支取，其中包括經紀佣金收益及費用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