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颖

7月4日，ETF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互联互通”）正式启
动，释放出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
要信号，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联合公告，开
展香港与内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以
下简称“互换通”)。

债券市场制度型开放日益深入的同时，
ETF纳入互联互通，既可拓展配置境内ETF的
资金来源，也有望增强A股对境外中长期配置
型资金的吸引力。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升在互联
互通启动仪式上表示，“全球正经历几十年一
遇的变革，而中国正处于‘金融大发展’的中
心位置。ETF纳入互联互通标的的创新机
制，是促进双向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之一。
国际投资者将有机会大幅增加对内地ETF市
场的投资，内地投资者也有更多机会利用

ETF这种高效、透明、灵活的投资工具，实现
多元化资产配置。”

据悉，首批入选互联互通机制的87只ETF
名单中，83只为A股ETF，4只为港股ETF。业内
人士一致表示，ETF纳入互联互通，有助于增强
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信心，预计
将为A股引来千亿元“活水”。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有序推动内地与香港
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分别于2014年
11月17日和2016年12月5日推出沪港通、深港通
机制，开创了跨境投资的新模式。

在对外开放加速中，外资涌入中国资本市
场也跑出了加速度。

截至7月4日，沪深股通资金合计净流入
金额约1.71万亿元，港股通资金合计净流入
金额约2.39万亿元。其中，2021年全年北向
资金净流入金额达4321.69亿元，为过去五年
最高水平。

一个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一定是一
个开放包容的市场。近年来，A股市场表现可
谓是韧性十足，尤其是今年5月份以来，A股市场

更是不惧外围股市动荡，演绎出一波独立的反
弹行情，中国资产“避风港”的属性，吸引北向资
金流入再提速，其中，今年6月份以来，截至7月4
日，净买入金额达774.61亿元。

在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情况下，近期，国
外知名机构纷纷表示，配置中国资产。高盛更
是喊出，中国市场“机会极佳”。在ETF纳入互
联互通交易首日，高盛表示，由于覆盖核心资产
或行业主题的ETF综合覆盖范围更广，间接拓
宽了投资者跨境配置更多优质A股及港股资产
的范围，因此市场投资者，尤其是北向投资者，
对ETF纳入互联互通机制期待已久。预计未来
将有更多外资通过ETF互联互通机制流入中国
金融市场。

相信，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加速，
市场在高质量的发展中，价值投资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投资者更趋理性，市场估值更为合理。中国
资本市场将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ETF互联互通助力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

本报记者 刘 琪

7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债券
通”五周年论坛暨“互换通”发布仪式
上表示，“互换通”和常备货币互换安
排的启动实施，将进一步提升两地金
融市场的联通效率，巩固香港国际金
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以下简称

“香港证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发
布联合公告，开展香港与内地利率互
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以下简称“互
换通”)，6个月之后正式启动。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发布公
告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
融管理局签署常备互换协议，将双
方自 2009年起建立的货币互换安排
升级为常备互换安排，协议长期有
效，互换规模由原来的 5000 亿元人
民币/5900 亿元港币扩大至 8000 亿

元人民币/9400亿元港币。这也是中国
人民银行第一次签署常备互换协议。

初期先开通“北向通”

所谓“互换通”，是指境内外投资
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连
接，参与两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机制
安排。

根据联合公告，“互换通”初期先
开通“北向通”，即香港及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境外投资者（以下简称“境外投
资者”）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
之间在交易、清算、结算等方面互联互
通的机制安排，参与内地银行间金融
衍生品市场。未来将适时研究扩展至

“南向通”，即境内投资者经由两地基
础设施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安
排，参与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

“互换通”遵守两地市场的相关
法律法规。“北向通”遵守现行内地银
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政策

框架，同时尊重国际惯例做法，便捷
境外投资者进行内地银行间金融衍
生品交易和风险对冲。可交易标的
初期为利率互换产品，其他品种后续
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开放。

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互换通”的推出可便利境外投
资者使用利率互换管理风险，减少利
率波动对其持有债券价值的影响，平
缓资金跨境流动，进一步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 （下转A2版）

“互换通”将于6个月后登场
便利境外投资者使用利率互换管理风险

本报记者 杜雨萌

7月 4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6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1%，较上月回升 2.8个百分点，这也是该指
数时隔三个月再次重回50%以上。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助理何辉
看来，数据显示出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以
及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市场供需两端业务
活动趋于活跃。从分项指数上看，12个分项指
数均有不同程度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
订单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设备利用率指
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回升幅度明显。预计后期
随着需求的释放，生产加快，物流行业整体水
平将恢复至较活跃水平。

具体来看，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3.3%，较
上月回升 4.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显
示出物流需求逐步回升，物流订单增加，其中
快递快运业新订单指数回升幅度明显。

此外，随着全国多地复工复产加快，业务
总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亦表现良好。6月
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2.1%，环比回升 2.8个百
分点；设备利用率指数 50.4%，环比回升 2.1个
百分点。

“在工业物流和消费物流需求整体向好带
动下，6月份物流活跃度继续提升，特别是业务
总量指数环比提高2.8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
息中心研究员胡焓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分行
业来看，公路运输、仓储、邮政快递业务量指数
回升显著。其中，邮政快递业务量指数回升超
过两位数，达到 60%以上高景气区间，供需双
向发力是快递物流需求改善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据日前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赵冲久介绍，截至 6月 24日，全国铁路货物发
送量 1077万吨，公路货运量 1.16亿吨，邮政快
递揽收3.36亿件、投递3.48亿件。

总体来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以
及交通运输业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不仅主
要物流指标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行业发展
预期同样趋好。这一点，可从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回升初见端倪。数据显示，6月份，业务活动
预期指数为54.9%，环比回升1.2个百分点。

“6月份，物流景气指数显示全国物流活跃
度继续提升，物流需求和供给能力稳步改善。
但需要注意的是，物流业回升过程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仍需关注。”胡焓指出，未来要继续关注
宏观经济的回升动力，其对物流需求的回升力
度和节奏有较大影响。此外，还要继续关注企
业经营成本上升、小微企业生存困境等。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
重回50%以上
物流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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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 萌 吴晓璐

7月4日，ETF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互联互通”）正
式开通。

交易首日，沪深港通ETF市场表现良好，
备受资金追捧。港交所网站数据显示，7月4
日，沪股通ETF成交1.4亿元（人民币，下同），
深股通ETF成交748万元。由于沪深股通
ETF当日买入份额，不能当日卖出，这意味着
7月4日沪深股通ETF净流入资金合计约
1.475亿元。

受访专家认为，ETF正式纳入互联互通
后，内地股票市场的特色行业主题产品将有
力吸引境外投资者，持续促进国际增量资金
涌入，加速提升流动性，给内地ETF市场带来
增长机会。

两地ETF市场蓬勃发展
数量规模不断扩容

“近年来，沪港通成交额逐渐增长，累计成
交额高达52万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ETF市
场发展成果颇丰，目前共有437只ETF挂牌交

易，市值规模达1.2万亿元，成交额6.6万亿元，
成交规模稳居亚洲第一。”7月4日，在ETF纳入
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机制开通仪式
上，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蔡建春介绍道。

此外，深交所目前已培育一批特色鲜
明、影响力较大的ETF产品，覆盖境内外多个
市场。深交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深市65
家基金管理人挂牌564只基金，资产规模
3470亿元。其中，ETF有255只，资产规模
2852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沙雁在
开通仪式上表示，“作为境内外投资者广泛
认可的投资产品，ETF具有分散投资、公开透
明、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升表示，
ETF是香港市场发展得最快的产品之一，香
港上市ETF的资产管理规模逾4300亿港元，
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超过110亿港元，占香港
现货市场成交金额的比率由2018年的4%增
至现在的8%。仅在2021年，香港市场便迎
来33只新ETF产品上市，带来800亿港元的新
资金流入。

“内地ETF市场在过去几年取得高速发
展，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扩容，投资方向、投
资主题不断丰富，能够为境外中长期配置资

金提供风格清晰、方向明确的投资工具。”广
发基金指数投资部负责人罗国庆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首批特色产品吸引力强
A股ETF或更受益

首批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
交易的ETF产品共87只。其中，沪深股通ETF
共83只，港股通ETF共4只。具体来看，83只
内地ETF既覆盖沪深300ETF、中证500ETF、
上证50ETF、创业板ETF等核心宽基产品，也
涵盖证券ETF、芯片ETF、5GETF、新能源车
ETF、消费ETF、碳中和ETF等行业主题产品。

“总体上，沪深股通ETF产品不仅数量
多、品类丰富、流动性好、规模大，同时在香
港市场上没有类似替代品，北向资金的关
注度可能较高。”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
轩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尤其是部分
行业主题ETF，如新能源车产业在国际市场
具有竞争力，食品饮料板块也是北向资金
的持仓重点，具有高ROE和业绩增速稳健
特点，这些行业对应的ETF产品都具有很高
的吸引力。 （下转A3版）

沪深股通ETF交易首日净流入1.475亿元
内地ETF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