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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云，股市是經濟發展的寒暑表。那麼對於中國經濟而言，其寒暑表

應該有兩個，第一個是 A 股，第二個則是港股。不少優秀內地企業選擇在

香港上市，亦有很多公司同時在兩地上市，令港股、A 股與中國經濟增長

之間形成緊密關係。而隨著滬港通、深港通及基金互認等資本流通管道的

開通，資金在 A 股、H 股兩市間的流動日益加強，市場間的聯繫亦不容忽

視。 

 

2017 年以來，相較 A 股指數的持續調整，港股則實實在在走出了一波牛市

格局。自 2017 年年初至 6 月 8 日收市，恒生指數累積升幅達 18%，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升幅則為 13.35%，而同期上證綜指的升幅僅 1.5%。雖然兩地

指數表現相差較大，但代表 A+H 股溢價水平變化的恒生 AH 溢價指數卻沒

有很大的變化。 

 

同樣背靠中國經濟的大樹，為什麼 A 股、H 股表現的差異這麼大？ 

指數差異這麼大，為什麼 A+H 股企業的兩市溢價水平卻保持了穩定呢？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必須思考： 

本輪港股上升的動力是什麼？ 

A 股市場正發生什麼變化？ 

未來的投資機遇在哪裡？ 

 

1. 港股告訴你，中國經濟無大憂慮 

如果說 4 月之前，市場對港股強勢格局能否持續還存疑惑，但 4 月至今港

股的表現則讓市場嘆服。恒生指數有效突破 2016 年 9 月構建的 23000 點平

台，與早前 2016 年 2 月低位後的反彈走勢一起，連成一條較為明顯的上

升趨勢。 

 

              從港股看 A 股，市場的風在往哪裡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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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香港)投資總監張淑婉認為有兩大因素支持港股中長期表現。 

 

首先是中國經濟增長超預期。2017 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較為強勁，供給

側改革、PPP、基建投入配合融資去槓桿等措施，下行壓力大為緩解。數

據顯示，第一季 GDP 同比增長 6.9%，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

增長 6.8%，進出口總額也同比增長 21.8%，而 2016 年全年進出口總額數據

同比下滑 0.9%。 

 

經濟增長的同時，通脹也控制在較好的水平。第一季 CPI 同比增長 1.4%，

PPI 指數則同比上升 7.4%。 

 

經濟數據的好轉，也提升了市場對於企業盈利的預期。根據摩根大通預測，

2017 年港股盈利預估為 14%，而淨資產回報率(ROE)預估為 12.4%，以滬深

兩市和港股市場估值對比，香港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估值明顯更具吸引力，

再加上港股的派息較 A 股平均值高，港股的投資價值也體現出來。 

 

第二個因素是北水南來。2016 年底，深港通推出，至此包括 QDII、基金

互認、滬港通、深港通等在內的資金流通體系形成，國內機構資金流入相

關市場。僅第一季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流入香港市場的資金已淨流入約 800

億元，這樣的資金流動還在繼續。不僅是國內資金流動，國際資金目前對

於港股的配置還處在較低水平，換句話說，港股還有較大的資金流入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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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股的風在怎麼吹？ 

前文提到，股市是經濟增長的寒暑表。港股的上升，一部分說明市場對於

中國經濟的增長並無太大擔憂。但與此同時，A股市場的表現卻不及港股，

其中發生著什麼樣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隨著 IPO 的提速，大量中小市值企業估值面臨壓力。這個

壓力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次新股估值打折扣。在 IPO受嚴格控制的年度，

已上市的中小企業具有無可比擬的先發優勢，通過再融資、並購重組，可

獲得飛快的發展，因此這類企業往往具有非常高的估值。壓力體現的第二

個方面是“殼價值”打折。IPO 提速之後，優質企業可以順暢地通過 IPO

實現資本市場融資，而不需要搶並購、重組的跑道，而上市公司的殼價值

也大打折扣。 

 

今年以來已有 190 隻新股上市，接近去年全年數量，之前上市企業的先發

優勢和“殼”價值不再受到追捧，高估值自然面臨壓力。這也是市場開始

關注基本面較好，有明確業績增長預期的龍頭股的原因。 

 

第二個變化是“市場玩法”在變。很多投資者說 2017 年很難賺到錢，看

各類指數都走平，甚至下跌，不少板塊和個股調整幅度也比較大。但市場

上還有不少投資機構取得了不錯的收益，從指數上看，上證 50 指數與大

市指數的表現就截然不同，截至 6 月 8 日，今年以來已經累積 9.62%的升

幅。 

 

另一個數據顯示，截至 5月 31日，今年以來各行業指數平均回報僅為-5.7%，

而各行業前三大市值企業平均回報的平均值高達 7.0%，超贏 12.7 個百分

點。 

 

一言以蔽之：“二八分化”！ 

 

但僅僅是大型股與小型股的分化嗎？ 

不是，更重要的，是對業績增長的重新認可。過去投資者對於有高成長潛

力的股票願意給予較高的估值，以申萬傳媒指數為例，去年年中市盈率超

過 50 倍，但至今年 4 月底市盈率已跌破 40 倍，市盈率收斂帶來的指數下

跌超過 20%，明顯超過大型股指數的跌幅，反觀營收增長確定性較高的家

電、電子等行業，相同時間的市盈率反而略有提升，顯示市場對於潛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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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性願意給予的溢價已明顯下降，轉而關注的是成長的確定性更高的行

業。 

 

3. 迎接變化，而不只是歎息 

回到之前提到的那個問題：為什麼 A、H 股的指數差異那麼大，A+H 股的

溢價水平卻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呢？也就是說，港股比 A 股升得好，A+H

股兩地的價格差異卻沒有大的變化呢？ 

 

在 A 股、H 股上市的公司大多以藍籌股為主，在諸多利好推動下的港股市

場，這些標的的股價水漲船高，而在 A 股市場，不少資金則看到其公司穩

定的業績增長、合理的估值水平，從而也走出一波逆勢行情。相比之下，

溢價率自然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 

 

溢價率的穩定，正從另一個側面說明，A 股價值投資時代或已全面來臨，

低估值的成長股，具有市場優勢的龍頭股，應持續重點關注。同時，價值

投資也更需要時間和耐心，因為白馬成長股和龍頭股的彈性較低，較少出

現業績的爆發性增長，但增長的確定性較高，因此需要長期持有，爭取可

觀的“複利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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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幾個月，上投摩根比較看好電子、新能源板塊、電力設備、醫藥

和銀行等行業。 

 

電子行業： 

2017 年是蘋果產業鏈大年，受惠於產品升級帶來的訂單增長，預計全年行

業的利潤增速可觀，估值較為合理，行業性價比突出。 

 

新能源板塊： 

主要看好新能源設備和電力設備兩個子板塊。隨著新能源車的推廣，預計

新能源車下半年銷量將提升，新能源設備板塊有望持續走強，鋰電池等上

游產業或將受惠。 

 

電力設備： 

受惠於基建方面的推進和企業“走出去”帶來的海外訂單，有望促進發電

設備和電網維護設備的銷售。預計整個電氣設備板塊在 17 年可保持較高

的盈利增速，PE 較為合理，符合當前市場的價值取向。 

 

醫藥行業： 

增長比較穩定，中藥方面受惠於市場價格的提升，醫藥商業方面則受惠於

行業集中度的提升，利好相關龍頭股。醫藥投資的吸引力是長期的複合增

長，上投摩根整體上對醫藥股今年的表現樂觀。 

 

銀行： 

銀行業基本面有改善預期，不良貸款率有望降低，從而提升銀行利潤。雖

然金融監管有所趨嚴，但大銀行受到的影響較小。鑒於銀行整體估值處於

歷史較低水平，中期配置可以關注。 

  

http://www.cifm.com.hk/


 

 

 

   市場觀點 
2017 年 6 月 14 日 

市場資訊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33 號 7 樓    電話：+852 3975 2121    網址：www.cifm.com.hk    上海·北京·深圳·廈門·南京·香港  

 

 

 

 

 
免責條款 

 

過往業績不代表將來表現。本文件所載之任何預測， 如有， 僅作闡述用途，不應被倚賴作為任何與投資有關或其他的建議或推介。基於目前

市場狀況而作出的有關金融市場趨勢的意見、估計、預測及陳述乃我們的判斷，可隨時變動而不作另行通知。在此所提供的資訊不應被假設為

準確或完整。本文件所載資料來源均來自被認為可靠之來源，惟閣下仍應自行核實有關資料。本文件並非旨在發售， 邀約或邀請購買或沽出

任何証券或任何金融工具。在此所述的觀點與策略不一定適合所有投資者。所提及的特定證券、資產類別及金融市場，如有，僅作闡述用途，

並非旨在作為亦不應被解釋為推介或投資、產品、會計、法律、稅務或任何其他專業建議。上投摩根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下稱 “上

投摩根香港”) 並不就該等事項對任何人士在任何方面負責或承擔責任。本文件所表達的觀點均屬上投摩根香港所有。該等觀點並不一定反映

其他與上投摩根香港有關的其他集團公司的意見。 

  

本通訊僅提供予所指定接收者，但指定接收者不可再轉發或分派。投資涉及風險。投資的價值及收益可升亦可跌，投資者並不一定可以取回已

投資之全數或任何金額。本通訊之接收者應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自行作出查察、評估或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接收者本人應完全負責核實其

接收本通訊或作出任何投資決定的合資格性，並遵守所有適用之本地法律及監管規定的要求。 

  

本文件由上投摩根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發行，但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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