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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伦通有望
年内“通车”
凸显 A股配置价值吸引力

两市普涨行情再现

■昨日股市

周二 A 股市场早盘维持窄幅
震荡，午后券商股集结人气，保
险、地产、软件、电子等多个板块
纷纷拉升走高，沪深股指午后单边
上扬，沪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盘中涨幅均超 1%。个股层面，呈
现一片普涨格局，乐视网、中弘股
份等绩差股拉升涨停，其中乐视网
11个交易日涨逾 80%，市场关注
度较高。
截至收盘，沪指涨 1 . 10%，

报 2750 . 58 点，结束五日连跌走
势，成交 1137 . 09 亿元；深证成
指涨 1 . 17%，报 8554 . 44点，成
交 1541 . 88 亿元；创业板指涨
0 . 82% ，报 1455 . 50 点，成交
506 .34亿元。
盘面上，行业和题材板块全线

飘红，行业板块方面，航天航空、
船舶制造、软件服务、安防和交运
等涨逾 2%，文化传媒、通讯、农牧
饲渔、园林工程等涨逾 1% ，贵金
属、酿酒、木业家具、商业百货等
涨幅靠后。
题材股方面，国产软件等科技

板块午后崛起，北斗、航母、大飞
机、军民融合等军工题材维持强
势，煤化工、养老金、猪肉、水利
建设等涨幅靠后。

据《证券时报》

周三 002
鹿岛鹿角 VS川崎前锋
比赛时间： 2018-09-05 18:00
鹿岛鹿角在上周末联赛负于榜首的

广岛三箭，各项赛事近 4 场不败遭到
终结，主力中卫昌子源、前锋安部裕葵
以及外援边锋莱昂德罗都将因伤缺阵，
主力后腰三竿健斗和中卫郑升炫也需出
战国家队赛事。川崎前锋上轮客场负于
大阪钢巴，与联赛榜首的差距被拉大至
9分，本场比赛除了受伤的中场大岛僚
太之外，主力前锋小林悠与后腰守田英
正都需出战国家队赛事。本场交锋为上
赛季日职联冠亚军之间的交手，而鹿岛
鹿角方面仍有亚冠任务需要应付，日联
杯赛事应该会以锻炼新人为主，川崎前
锋相对而言更有余力出战本项赛事，而
在此前 3 次交手，川崎前锋面对鹿岛
鹿角取得 3连胜。

周三 012
巴西国际 VS弗拉门戈
比赛时间： 2018-09-06 08:45
巴西国际上轮做客 0 比 0 战平克

鲁塞罗，之前的 5 连胜之后他们连续

两轮都与对手互交白卷，目前仍然是落
后圣保罗 3 分排名第二；上轮停赛的中
后卫莫莱多复出，前锋达米昂上轮伤愈
替补登场，目前球队没有重要伤停，新
人格雷罗仍在恢复。弗拉门戈上轮主场
爆冷 0比 1输给了塞阿拉，第 91分钟的
丢球也让他们遭遇了本赛季联赛主场第
二场失利；上轮停赛的中场库埃拉尔、
后卫杜阿尔特都解禁回归，不过库埃拉
尔、中场帕克塔、皮里斯、替补门将乌
戈等几人都因国家队任务缺席，球队的
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争冠之战，
弗拉门戈减员不少，本场宁支持巴西国
际主场不败。

云岚

竞彩周三强档：

川崎前锋全身而退
弗拉门戈减员严重

8月 31日，证监会就沪伦
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则公开征
求意见，明确了沪伦通中国存托
凭证（ CDR）发行审核制度、
CDR跨境转换制度安排等。证
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年内有可
能会开通沪伦通。现在沪伦通的
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逐步完成。
沪港通、深港通成功开通且成功
运行，给沪伦通开通积攒大量的
经验，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障
碍。开通沪伦通是 A 股市场国
际化的开始，也是引入外资重要
的方式。沪港通、深港通开通，
使得 A 股和港股实现互通互
投，这也是 A 股市场对外开放
的重要一步，带动 A 股市场成
功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通过互通互投，外资可以很方便
地流入或流出 A 股，这样外资
流动性方面的担忧就会大大减
少，有利于外资加大对 A 股配
置比例。
在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后，

外资流入 A 股的速度明显加
快。今年以来，虽然 A 股市场
出现大幅下挫，但外资却在加速
流入 A 股市场，今年前 7 个
月，外资流入 A 股的资金量就
超过 2000 亿元，给 A 股市场
带来大量“活水”。未来随着
A 股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外资会加大配置 A 股，
沪伦通开通有望吸引更多外资的
目光。
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比较来

看，目前 A 股估值处于历史底
部，远远低于海外主要资本市
场，这对于看重基本面分析、看
中上市公司业绩的外资来说，
A 股具备较大的投资吸引力。
近期一些外资的投行甚至表示，
他们加大配置 A 股的原因只有

一个，就是 A 股太便宜了。确实
这些年由于各种原因， A 股市场
出现非常低迷的走势， A 股下跌
已经让很多个股的估值回归历史
底部，中长期配置价值凸显，具
备较高的吸引力。中国经济整体
上保持平稳增长，在未来还会保
持一定的增速。中国作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产生几十家甚至上
百家优秀的公司是在情理之中。
对于外资来说，他们并不太看重
市场短期的波动，而是看重上市
公司的基本面，选择优质股票进
行投资是很多外资重要的选股思
路。虽然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呈现
持续震荡整理，但外资流入 A 股
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沪伦通开通可能会引发更多

的海外资金配置 A 股，在香港投
资的一些外资，多数在之前比较
关注中国股市，愿意在香港进行
交易。沪伦通开通无疑会吸引另
外一些海外资金，这些资金之前
可能更多的是在伦交所进行交
易，对中国股市关注度较低。在
开通沪伦通后，此类长线资金将
会加大对 A 股的关注度，也会增
加对 A 股的配置比例，这相当于
给 A股市场引入源头活水。
更重要的是，沪伦通开通会

吸引更多的外资来配置 A 股，从
而给 A 股带来成熟的投资理念，
推动 A 股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盛
行。应该说 A 股市场以往是散户
的市场，很多投资者喜欢炒消
息、炒题材，整体来看投资亏损
非常多。只有逐步地倡导价值投
资，配置一些优质的股票，才能
够让投资者在 A 股市场长期发展
中获利。沪伦通开通无疑能够进
一步强化蓝筹股及白马股的行
情，进一步推广价值投资理念。

据《证券日报》

为更好推广和宣传新票种“壕
7”上市，让桂林福彩刮刮乐业主及销
售员全面掌握刮刮乐“壕 7 ”的游戏
规则，进一步了解新票促销方案、提高
刮刮乐销售技巧，昨日下午，由广西福
彩桂北管理处主办的“桂林市即开型福
利彩票营销培训会”在七星区五里店碧
玉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来自桂林市城
区投注站业主、 11县及乡镇投注站业
主、社会网点销售员以及桂林市募捐办
超过 600人参与了本次培训会。
本次培训由自治区福彩中心讲师杨

健主讲，他通过 PPT展示，深入浅出
地介绍了福彩刮刮乐新票“壕 7 ”的
游戏规则及销售技巧，让在场业主和销
售员对“壕 7 ”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
解。
“买壕 7 ，更豪气”。“壕 7 ”

彩票面值 10元，头奖 40万元，主要
特点是主题时尚、玩法简单、中奖体验
好。购买“壕 7 ”，不仅指定奖级奖
上有奖，中奖还有抽奖机会。据了解，
9月 7日至 10月 7日，购买“壕 7”
刮刮乐，刮中 1000元三等奖再奖 10g
金条一根，刮中 700 元四等奖再奖
“红双喜”电压力锅一台，刮中 50元

七等奖再奖“奥克斯”空调扇一台，三
等、四等、七等奖中奖者，则需通过手
机登录“广西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扫
描已兑中奖彩票保安码进行中奖者信息
确认。
此外，活动期间，凡中 1-9等奖中

任意一个奖级，彩民通过手机登录“广
西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扫描已兑中奖
彩票保安码获取奖上奖抽取机会，具体
奖等设置为：一等奖 5名，奖 10g金条
1根，二等奖 10名，奖奥克斯空调扇 1
台，三等奖 100名，奖“奔腾”电动剃
须刀 1个。
本次培训会还对 2017年度优秀投注

站作了表彰。
清泉

买“壕 7”更豪气
桂林昨召开即开型福彩营销培训会

培训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