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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交易服務 11 月指數報告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刊 

摘要 

◼ 阿里巴巴在香港成功掛牌上市，市值高達 4 萬億港元，中華民企指數上漲 2.7% 

◼ 「5G+國產替代」仍是半導體發展主線，中華半導體行業指數上漲 1.8% 

◼ 特朗普簽署支持香港反政府示威的法案，中華港股通優選 50 指數下跌 2.6% 

◼ 滬港通本月迎來五周年紀念 

◼ MSCI 將 A 股納入因子提升至 20%，為年內第三次擴容 

一. 中華交易服務指數表現  

環球政治經濟局勢不明朗，拖累中

港股市寬基指數，但個別主題指數表現

優異。  

阿里巴巴股價在香港掛牌首日上

漲，市值高達 4 萬億港元，為香港歷來

市值最大的股票。中華民企指數上漲

2.7%。 

政策及資金驅動下，「5G+國產替

代」仍是半導體發展主線，在 A 股整體

市場表現不佳的大背景中，中華半導體

行業指數上漲 1.8%，走勢強勁。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支持香港反

政府示威的法案，引發了人們對北京和

華盛頓之間緊張關係的擔憂，內地和香

港股市下跌。中華港股通優選 50 指數下跌 2.6%。 

歌禮製藥的丙肝藥物未能列入中國醫保清單，可能難以確保其市場份額。歌禮股價在一

周內暴跌 20%以上。中華香港生物科技指數下跌 2.9%。 

  

表一 指数点 月漲跌幅 月波動率
风险调整
收益比率

中华民企指数 5,928.60    2.7% 5.4% 0.51

中华半导体 5,003.00    1.8% 9.6% 0.19

中华预期高股息 3,796.89    0.6% 6.0% 0.09

中华一带一路 1,599.58    -0.8% 3.7% -0.23 

中华港股通价值 4,478.32    -1.1% 6.5% -0.16 

中华港股通成长 5,503.43    -1.5% 6.1% -0.24 

中华280 5,867.41    -1.6% 4.0% -0.41 

中华大湾区优势产业 2,234.52    -2.4% 4.3% -0.57 

中华港股通优选50 2,890.67    -2.6% 5.7% -0.45 

中华港股通精选100 5,282.55    -2.7% 5.5% -0.49 

中华沪深港300 4,468.12    -2.8% 4.2% -0.66 

中华港股通泛休闲娱乐 3,645.49    -2.8% 5.8% -0.49 

中华香港生物科技 6,409.74    -2.9% 6.8% -0.43 

中华香港内地 7,338.10    -2.9% 5.7% -0.52 

中华房地产信托基金 3,447.16    -3.0% 2.9% -1.01 

中华陆股通行业龙头 4,279.64    -3.1% 3.8% -0.83 

中华120 6,679.24    -3.2% 4.2% -0.77 

中华港股通护城河 3,710.07    -3.8% 6.1% -0.62 

中华A80 7,825.39    -4.0% 3.8% -1.06 

中华A股外资优先配置 2,762.12    -4.1% 4.4% -0.92 

中华港股通高息低波 2,788.81    -4.1% 4.8% -0.86 

中华博彩指数 5,150.66    -4.3% 6.0% -0.72 

中华创新医药 9,377.50    -6.7% 7.1% -0.94 

数据源：中华交易服务及万得资讯，截至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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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股指動態 

發達市場主要股指錄得顯著上升。標普

500 指數上漲 3.4%，CAC40 指數上升 3.1%。 

標普 500 指數本季度的強勁表現，已令

該指數年內迄今的漲幅接近 25%，有望創下

2013 年以來的最大年度漲幅。市場對中美達

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希望高漲，主要

股指屢創新高。標普 500 指數全月上漲

3.4%。德國股市指標 DAX 指數雖未創紀錄新

高但也大幅上漲，全月漲幅為 2.9%。 

市場認為，在政府大規模減稅、提高私

營企業可用盈餘，加上印度央行貨幣政策重

回寬鬆，打造良好借貸環境的大背景下，印

度私人部門投資可望回溫，進而帶動經濟表

現。隨著印度財政與貨幣政策發酵，印度股

市有望吸引外資回流。SENSEX 指數上漲 1.7%。    

基金經理分析，台灣半導體、零部件廠擁有關鍵電子元件的競爭優勢。全球 5G 開始啟

動商用，台灣相關供應廠商有望受惠。加上台商回流等利多因素，台股看多行情有機會延

續。台灣加權指數上漲 1.2%。  

投資者擔心豬肉價格上漲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此外，銀行貸款增速低於分析師的預

期，滬深 300 指數表現不佳，全月下跌 1.5%。 

    香港經濟受到旅遊業和零售業下滑的猛烈打擊，部分原因是由於持續多月的抗議活動和

政治僵局。恒生指數下跌 2.1%。 

三. 中國離岸投資市場動向 

互聯互通迎來 5 周年紀念 

    滬港通 2019 年 11 月 17 日迎來五周年紀念。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

公佈過去五年香港與內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的主要交易資料。資料顯示，隨著兩地投資者

對互聯互通機制的瞭解加深，滬港通與深港通成交穩步增長，跨境持倉總額屢創新高，為兩地

市場都注入了新的活力。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北向的滬股通和深股通累計成交 174,110 億元人民幣，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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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 億元人民幣淨流入內地股票市場。香港和海外投資者通過滬深股通持有的內地股票總額

不斷增長，由 2014 年底的 865 億元人民幣，激增至 12,212 億元人民幣。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南向港股通（包括滬港通下的港股通和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五

年累計成交 87,480 億港元，累計 9,870 億港元內地資金淨流入港股。內地投資者透過港股通投

資港股的持股總額持續攀升，由 2014 年底的 131 億港元，增至 9,995 億港元。 

    過去五年，香港交易所與內地交易所夥伴和業界緊密合作，不斷完善互聯互通機制，先後

推出了針對機構投資者的特別獨立戶口，取消了總額度限制並提升每日額度，對北向通提供即

時貨銀對付結算服務，推出了北向通投資者識別碼。2019 年 10 月，在港上市的不同投票權架

構公司股票也成功納入港股通交易。 

    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過去的五年里，滬深港通為兩地市場都帶來了積

極而深刻的變化。未來，我們將繼續與監管機構和內地同業共同努力，讓互聯互通機制越來越

方便、投資體驗越來越好，繼續為兩地市場創造共贏。」 

MSCI 迎來年初以來最大擴容 

    2019 年 11 月 26 日，MSCI 納入 A 股迎來年內第三次擴容，也是年初以來最大一次擴容。

2019 年 5 月 MSCI 的 A 股納入因子由 5%提升至 10%，8 月由 10%提升到 15%，11 月由 15%

到 20%。本次調整後 A 股在全球新興市場指數中的權重將從 2.5%提升至 4.1%，除了納入一定

量的大盤股外，還將中盤股的比例提高 20%。擴容完成後，納入 MSCI 的大盤股 244 只，中盤

股 228 只。此次擴容帶來增量資金的分佈集中在醫藥、食品飲料、銀行、非銀行金融、電子等

行業。 

    市場認為，MSCI 今年內的三次擴容有利於中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與國際化，提高市

場定價效率以及長線資金比例，促進 A 股市場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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