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交易所执行副总裁周士达：

发展沪新通取决于沪港通能否成功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沪港通推出后， 受到全球投资者

和交易所的高度关注。 一时间， 沪新

通、沪伦通的声音也甚嚣尘上，沪港通

这种模式能否在海外市场 “开花结

果”，是否会加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争

夺，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对此，新

加坡交易所执行副总裁周士达近日接

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

发展沪新通取决于

沪港通能否成功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

您如何看待沪港

通这种交易机制

？

对中国

A

股市场会

带来哪些影响

？

周士达： 沪港通这种交易机制近

日正式推出。在此背景下，资本在中国

的流入流出限制将得到放宽， 代表中

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入。

新加坡交易所支持香港交易所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实现互联互通， 资金

流入可能提升

A

股市场活跃度，也将

吸引一些资金流入所有流通的离岸

A

股产品， 对新加坡交易所的中国

A50

指数期货也可能带来一些积极效应。

目前， 该指数期货成交张数已由日均

10

万张增至

26

万张， 涉及金额由

10

亿美元提高至

20

亿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有观点认为

，

沪港

通取得成功

，

而其他亚洲交易所自身

又不采取跟进措施的话

，

投资到这些

交易所的资金将会减少

，

新加坡交易

所有没有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提高自身

竞争力

？

周士达： 我们希望沪港通取得成

功，这也能够推动两个市场长足发展。

我们拥有中国

A50

指数期货和

MSCI

台湾指数期货等产品。 随着

上海和香港股票市场的发展，我们

的客户也想将更多资产投向这些

市场和产品，我们也准备帮助客户

使用新交所的亚洲衍生系列产品

管理风险及交易。 此外，新加坡交

易所固然有兴趣与上海市场互联

互通，但至于日后能否进一步发展

“沪新通”，大前提是取决于沪港通

能否成功推进。

与港交所

不担心会有恶性竞争

证券时报记者：

为了扩大交易所

的影响力

，

日本政府呼吁建立一个综

合性交易所

，

从事从股票

、

利率产品到

大宗商品等一系列产品的交易

，

新加

坡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

周士达： 新加坡交易所已经是一

个完全整合、 多资产类别的交易所集

团。 作为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交易

所， 我们向投资者提供一个产品多元

化的投资组合，包括现金股票、固定收

益和股指期货期权以及商品期货期

权。 此外， 我们拥有完整的交易所业

务， 多样性的业务使我们减少了对现

金股票市场活动的依赖性， 因此能够

更好地在市场周期和波动中生存。 此

外， 衍生产品业务的成功已经为新加

坡交易所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

新加坡交易所日

前在香港设立分部以及流动性管理中

心

，

主要目的是什么

？

您如何看待新加

坡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

？

周士达： 这次来港设分行除了满

足客户需求外， 亦期望促进人民币国

际化，与港交所有着共同目标，不担心

会有恶性竞争。

许多人认为交易所业务是具有竞

争性的，但只答对一半，因为交易所业

务同时也是合作性极高的。 新加坡和

香港市场的竞争是良性的， 不是一个

“零和游戏”。如果香港成功了，这并不

意味着新加坡不会成功， 更多的合作

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大的市场。

我还想谈一下， 为什么有足够的

空间促成更多的合作？ 直到

2020

年，

亚洲需要

8

万亿美元用于投资基础设

施建设， 股权和债券融资将占据一大

部分。 在亚洲，我们需要更大和更有效

的交易所以促成交易的达成。 新加坡

交易所相信亚洲各家交易所可以帮助

公司和政府筹集资金以提高基础设施

的建设速度， 投资者也将看到他们的

个人财富增长， 亚洲地区作为一个整

体也会繁荣起来。 通过帮助公司发展

和创造就业机会， 交易所就是为了促

成交易的达成并推动经济发展。

新加坡有条件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证券时报记者：

您如何看待人民

币国际化的前景

？

周士达：新加坡交易所支持中国

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的国际化

进程。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

岸中心，新加坡有条件助力人民币的

国际化。 此前，中国和新加坡双边合

作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新加坡

举行。 会议期间，中新双方就双边金

融合作达成若干成果， 其中一项是

“中方支持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

开展与新加坡之间的跨境人民币创

新业务”。 明年，中国和东盟之间执行

零关税政策将推动贸易和投资出现

大幅增长。 综合考虑，这些措施扩大

了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且为新加坡提

供机会。

对于新加坡交易所而言， 迄今为

止有大约

100

种离岸人民币债券产品

在新加坡交易所交易， 总规模达到

960

亿元人民币 （约合

197

亿美元）。

对于约

130

家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

司， 新加坡交易所启动了一项交易服

务，允许股票价格以“元”和“新加坡

元”进行报价。 此外，我们也已推出人

民币外汇期货合约， 推出产品

3

个星

期以来， 未平仓合约累计达

3000

至

4000

张，涉及

25

亿元人民币。

沪港通打开想象空间 海外投资者心动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沪港通已正式开闸， 中国股市

与海外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更为微

妙。在此背景下，海外交易所和投资

者也在积极寻找机会。

据海外媒体报道，面对全球范

围内的激烈竞争，日本政府已经呼

吁打造一家覆盖各类产品的交易

所，包括股票、利率产品以及大宗

商品。 与此同时，日本交易所集团

准备将其交易系统出售给东京商

品交易所。 如果两家交易所进一步

整合，打造共用的交易系统，日本

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将简化，日本交

易所集团和东京商品交易所将朝

一体化迈进。 此外，日本交易所集

团还希望加入“沪港通”这一股票

交易链。 日本交易所集团公司名下

大阪交易所公司首席执行官山道

裕己此前表示：“中国市场对于我们

非常重要，我们将努力成为这一链接

的一部分。 ”

韩国交易所则担心沪港通会导

致自己的交易规模缩水。 韩国交易所

负责股市法规事务的主管金基庆日

前表示， 沪港通将推动

A

股被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而韩国股市的

权重也会下降，将令韩国交易所遭遇

挫折。

其实，除了各大交易所，海外投资

者也在紧盯

A

股市场，特别是今年以

来

A

股市场的表现开始迎头赶上，许

多美股投资者也一直在寻求某种方式

可以获得

A

股成长红利。

有市场人士表示，对于美国投资

者而言，沪港通的正式推出意味着他

们可以更好地介入中国市场。 以美国

券商为例，如果旗下美股投资者需要

购买港股，则需要开通港股权限。 而

开通该券商港股交易权限的同时将自

动开通沪港通， 而透过沪港通美股投

资者也可以买卖沪港通股票池的

A

股股票。 美国盈透证券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 在该券商交易上海股票和交

易其他市场股票并无不同， 沪港通手

续费最高为交易额的万分之八。 对于

最为活跃的客户， 手续费低至万分之

一点五。

另据海外媒体报道， 纳斯达克

OMX

集团副总裁罗伯特近日表示，该

集团正在和香港的基金经理们进行沟

通，为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未来纳

入沪港通作准备。其实，随着中国资本

市场大门的开启，包括贝莱德和

CSOP

Asset Management

在内的海外

ETF

管

理机构正在申请大约

40

款

ETF

，是现

有规模的

6

倍之多， 以追踪中国股市

和债市， 让普通投资者也可以投资中

国市场。

中广核启动香港路演

获18家基础投资者认购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中广核昨日在香港启动路演，四

位集团高管向国际投资者做了发行情

况介绍。

“海外机构对中广核的认购热情

十分高涨， 在临近年底的

IPO

中，算

是最受热捧的新股。”农银国际机构销

售吴先生表示，“他们争相成为基础投

资者，因为看好中广核业务前景。 ”

公开资料显示，中广核此次

IPO

拟

募资

31.6

亿美元 （约

245.34

亿港元），

发行数量合计

88.2

亿股，招股价在

2.43

至

2.78

港元，以每手

1000

股计，入场

费为

2808.02

港元。 若以上限定价，中

广核有望取代港灯成为香港今年最大

新股，并跻身今年全球第五大

IPO

。

为了减少污染， 降低对煤炭发电

的依赖， 中国政府倾向于使用更加清

洁的核燃料发电。 投资者预计中广核将

从中国政府鼓励建设更多核电站的政策

中受益，因此纷纷重金抢购。最终基础投

资者阵容增加至

18

名，锁定公司总发行

股份的

40%

， 累计投资金额为

13.31

亿

美元（约

103.8

亿港元），占集资额最多

约

48%

。大型基础投资者包括南方电网、

国家开发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中

国信达、中国人寿等，香港的知名公司也

积极参与，中电投资

4

亿港元，惠理基金

投资

1

亿美元（约

7.8

亿港元），周大福

亦拟认购

3000

万美元（约

2.3

亿港元）。

中广核上市招股书显示，融资所得

50%

将用于收购台山核电额外

41%

的

股权，

27.5%

为在建核电站的投入资本，

10%

用于开拓海外市场及提升其全球

范围内的竞争力，

7.5%

用于偿还债务及

补充营运资金， 另有

5%

用于支持研发

活动。

全球宽松盛宴继续

亚太股市普涨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实习记者 文蕙

中国人民银行意外宣布降息以及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宽松喊话，刺

激亚太股市昨日普遍上涨。

市场数据显示，

MSCI

亚太指数一

度跳升

1.3%

， 创下近

1

个月以来的单

日最大涨幅。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上涨

0.7%

，收报

1978.54

点。 澳大利亚标普

/

ASX 200

指数上涨

1.08%

，报收

5361.8

点，其中铁矿石生产商股价大涨，矿业

巨头力拓和必和必拓盘中上涨超过

4%

。 欧洲股市昨日盘中低开高走，德国

和法国股市涨幅一度超过

1%

。

安保资本投资策略主管奥利弗表

示，中国降息显示出全球政策制定者避

免通缩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决心。 虽然美国

量化宽松已经结束，但日本和欧洲正在推

出量化宽松，中国央行也宣布降息，这将

利好股市等资产。此外，高盛从

6

月份以

来一直看好中国股市，现在高盛依然维持

中国股市“超配”的评级，并预计

2015

年

有望继续获得

14%

的回报。

此前，日本央行意外宣布扩大宽松

货币政策， 将宽松规模扩大至每年购买

约

80

万亿日元资产，亚洲多国央行也开

始感到宽松的压力。 不过， 研究机构

Capital Economics

预计， 明年将有部分

亚洲经济体加息，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和

菲律宾等。自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亚洲经

济体经历了快速的债务增长。然而，出于

对债务继续增长的担忧， 多国央行或任

由经济增速放缓，也不愿进一步宽松。

周士达

毕马威：明年香港银行

不良贷款水平可能上升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毕马威昨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香港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明年可能

上升。

毕马威中国香港银行业主管合伙

人马绍辉表示，今年下半年，毕马威注

意到信贷质量变差的零星例子， 因此

明年香港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有可能

从目前的低位上升。 贷款质量转差的

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疲弱及中国经济

增长放缓， 而银行业界将持续关注这

些因素。

毕马威指出， 银行业需要面对的

另一个挑战是推动收入增长。 香港银行

的净息差将继续受压， 特别是在持续低

息环境下， 银行争取存款的竞争仍然十

分激烈。今年上半年，香港

10

大银行（以

香港本地注册持牌银行

2013

年的纯利

计算）的平均净息差为

1.68%

，较去年同

期上升

3

个基点。

马绍辉表示， 基于面向中国内地的

非银行业务对香港银行的重要性， 有关

业务将继续增长， 不过预期增长速度明

年将会放缓，主要是因为监管日趋严格，

而且银行变得更加谨慎。此外，收紧监管

标准的压力仍然是香港银行需要面对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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