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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8月17日电（记者陈然）中
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 16日签署联合公
告，原则批准港交所与深交所、上交所、中
国结算及其他有关方面合作，建立深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深港通）。香港
各界对此积极评价，认为深港通即将正式
实施，标志着内地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机
制进一步延伸，将促进两地互惠共赢。

特区政府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表
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再添新渠
道，有利于巩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
纽中心地位。他认为，沪港通自展开以来
运作畅顺，两地股市互联互通所衍生的兑
换、清算和流动性安排都运作良好，证明
新机制经得起考验。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说，深港
通是内地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的成
功延伸和完善，为两地投资者带来更多投
资机遇。他期待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
未来可继续扩容、涵盖更多产品，将香港
建设为中国投资者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
人民币与环球资产的离岸定价中心、全方
位的离岸风险管理中心。

中银国际研究部宏观经济分析师叶
丙南认为，推出深港通，意在对外释放中
国将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项
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对提升国
际投资者的预期具正面意义。

中银香港个人金融及产品管理股票
业务主管陈碧莲预期，深港通正式开通后
将对中银香港的股票业务有正面影响，而
港股通增加了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成分
股，也有助吸引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

耀才证券执行董事兼市场总监郭思
治表示，深港通推出会给市场带来正面影
响，港股将从中受惠。港股市盈率低于深圳股市，将会吸
引投资者。

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评指出，深港通落实，显示中
国持续对外开放的决心不变，中央将继续推动资本市场
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措施，让内地金融进一步和国际
接轨。对于香港而言，深港通的意义更为显而易见。一方
面，深港通有助内地资金进入香港布局估值偏低的港
股；另一方面，有助于海外资金投资内地股市，为A股带
来增量资金，可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地位，也有利于推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合作。

《香港商报》社评认为，继沪港通之后，深港通也
终落实，意味香港与上海、深圳的证券市场正式互联
互通，中国三大股市终于实现相连，无疑具里程碑式
的意义。这不单大大有利港沪深金融合作与协同发
展，深化彼此证券市场的质与量，同时既为投资者提
供了更多选择，也为三地市场引入更多活水。

新华社台北8月17日电（记者
刘刚、许雪毅） 国家话剧院的经典
剧目 《大宅门》，19 日和 20 日将在
台北孙中山纪念堂连演两场。主办
方17日在台北举行开演记者会为演
出揭匾，该剧导演和主要演员悉数
登场亮相。

《大宅门》 是国家话剧院明星
版话剧，2013 年初次公演就好评
如潮。该剧将 70 余集电视剧浓缩
成不到 3 小时的精华版，以倒叙的
方式揭开序幕，在历史与现实的
交错中再现医药世家白府经历清
末、民国、军阀混战、新中国成
立等时期的浮沉变化，反映出一
个大家族随着国家、民族的历史
发展而渐变的过程。

此次在台北的演出，由国家话

剧院与北京大宅门影业有限公司、
时艺多媒体、广艺基金会合作奉
献。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戈大立在当
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在台湾
奉献一场美丽的演出。

记者会上，主办单位与该剧导
演郭宝昌一同揭匾，象征演出正式
开始。郭宝昌表示，能在台湾和台
湾朋友面对面交流，是非常荣幸的
事情。主要演员刘威、朱媛媛、娜
仁花、刘佩琦、雷恪生等纷纷表
示，对此次演出充满期待，并感谢
台湾观众的支持。

主办方之一广艺基金会执行长
杨忠衡表示，戏剧是人文与感情
交流的绝佳渠道，而这次话剧版
的 《大宅门》 更是不容错过的经
典好戏。

新华社台北8月17日电（记者
刘刚、许雪毅） 台湾寨卡病毒感染
症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7 日公布第 6
例境外移入寨卡病毒感染个案，病
患为家住新竹的44岁女性。这是不
到 1 周之内台湾发现的又一例本地
籍病患。

台湾寨卡病毒感染症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的通报显示，这名女性
于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赴美国佛罗
里达州迈阿密洽谈公务。12 日返
回台湾后，右手前端指节出现疼
痛 症 状 ， 隔 天 身 体 又 出 现 红 疹 ，

经检验确定为感染寨卡病毒。
目前，这名病患症状已消退。

与其一同前往美国的同事以及病患
的家庭成员尚未发现感染症状，台
地方卫生单位已第一时间前往病患
居家周围启动防治措施。

截至目前，台湾已发现 6 例境
外移入的寨卡病患，其中第 4 到第
6 例皆为本地籍，且最近的两例病
患检出的间隔仅不到 1 周。对于寨
卡病毒感染是否可能演变为本地
疫情，台疾病管控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初步研判传染风险低。

新华社香港8月17日电（记者
周雪婷） 里约奥运会国家金牌运动
员代表团将于 8 月 27 日至 29 日访
港。来自乒乓球及跳水等队的金牌
运动员将悉数来港，参加示范表演
项目和“奥运金牌精英约定你”综
艺表演，并与香港青少年运动员及
市民近距离交流。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此次
里约奥运内地金牌运动员访港的情
况。署长李美嫦介绍，金牌运动员
将于27日南下香港，首日抵港后将
出席由特区政府主办的欢迎酒会及
晚宴。28日将兵分三路，乒乓球队
将于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表演
赛，并于同一场地举行综艺表演。
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同日会有跳水

示范项目表演。另一组金牌运动员
则于马鞍山体育馆与香港本地年轻
人接触，以自身经历鼓励年青一代。

据民政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赖俊仪介绍，此次金牌运动员访港
共有超过6600张门票留给公众，于
22日开售，票价为每张20港元，每
人可购票 2 张。此外，受社会福利
署津助的非政府福利机构辖下的受
津助福利单位，可申请约 900 张免
费门票。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
委员会副会长郭志樑说，此次金
牌运动员代表团访港是内地和香
港体育运动交流的一大盛事，希
望金牌运动员以自身经历鼓励香
港的青年运动员，让他们提升技
术、开阔眼界。

深港通获批！16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
合发布公告，深港通相关工作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再
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环节或细节环节的准备，深港通就
可以正式开启了。消息一出，香港金融界欢欣雀跃。
这不仅能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也有利于推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合作。

点赞：内地香港互惠共赢

对于深港通获批，香港各界尤其是银行界和证券
界都在第一时间表示欢迎。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建立深港
通对两地来说是互惠共赢的举措，这将有利于内地资
本市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推动
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利于国际投资者经由香港市场更
全面地投资内地市场，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及主要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为香港金融业的发
展创造更好条件。

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岳毅表示，深港通是继
沪港通、两地基金互认之后，中央政府推动内地与香
港资本市场进一步互联互通的重大举措，显示内地金
融改革及开放步伐在稳步推进，将推动两地资本市场
合作再上新台阶。

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李慧敏也欢迎深港
通即将落实推出，她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再迈进
一大步，同时有助于进一步连接内地与香港的证券市场
和扩宽投资渠道，促进两地的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

英大证 券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李 大 霄 则 用 “ 特 大 利
好”4 个字来形容。他说，深港通的即将推出有利于
港沪深三地市场的融合，可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
际竞争力，为 A 股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又迈出
坚实一步。

不难看出，开启深港通是众望所归。尤其在 2014
年沪港通率先开启之后，深港通的即将开启，意味着A
股市场同时向世界伸出了双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投资者。

期待：为香港提供新机遇

深港通可交易的两地上市股份总数合计约 1300
只，比沪港通的800多只多出不少，专业投资者更可涉
足深圳创业板股票，而且深港通将不设总额限制，各
界普遍对深港通寄予厚望。

香港金融界人士相信，即将推出的深港通将有利
两地交易、投资气氛，并会吸引更多资金来港，有助
于金融产品发展。香港特首梁振英更是在网络上撰文
表示，对深港通方案获批准表示欢迎，相信香港的金
融业可以继续壮大发展，为更多青年人提供高收入的
就业机会。

“深圳证券市场的上市企业年轻、业务多元化、具
增长潜力，其中新兴产业类的公司发展潜力较大，与
香港股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再加上深港融合的基础
较为深厚，深港通可为中外投资者提供更丰富、更多
元化的投资选择。”岳毅认为，深港通的即将启动将持
续促进两地资本市场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

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并为证券业及银行机构提
供新的业务机会。

沪港通主要是可以投资国企、银行等股票，这些
很多在香港也有上市。而深港通包含许多新兴板块，
如信息科技、医疗保健等。“近年来海外机构投资者非
常青睐这些行业，香港可以充分利用深港通带来的机
遇，开发更多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吸引更多资本入
市。”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苏杰表示。

重视：香港仍将发挥独特作用

内地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而香港作为内地与世
界的桥梁，无疑将持续在内地金融市场改革及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香港交易所行政总
裁李小加所说，深港通将巩固香港作为内地门户和

“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香港的职责就是把世界带到
香港，让中国可以在香港投资世界。”

自从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金融业发展突飞
猛进，目前金融业的产值已经占香港 GDP 的 1/6，而
且方兴未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 5 月份
视察香港时强调，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的繁荣稳
定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作用，香港是重要的国际
金融中心，又拥有背靠祖国内地和实行“一国两
制”的最大优势，这些优势是其他国家、地区和内
地其他城市难以比拟和替代的。深港通的即将推
出，无疑是中央“挺港”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充分
说明香港在国家发展格局中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
而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次的深港通发展证明了港交所、深交所、上交
所共同追求的互联互通真正地进入到新的阶段，这是
一个新的里程碑。今后，港交所会进一步完善、进一
步扩容、进一步增量。在逐渐完善之后，会向股票
通、一级通、商品通、债券通不断地进军。”李小加对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壮大满怀信心。确实，只要港人集
中精力谋发展，抓住当前又一个发展机遇，完全可以
与内地共赢，实现自身更大发展。

港沪深股市得联通 吸引更多资金来港

深港通为香港发展再添动力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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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百名香港中文
大学师生组成的“海南
创新创业考察团”日前
在海南海口参观，考察
海南省规划展览馆、海
口市高新区、观澜湖度
假区等地，了解海南省
发展规划、高新技术和
旅游产业发展情况，以
寻求发展与合作机会。

图 为 考 察 团 成 员
在海口高新区一家药
厂参观。

中新社记者
洪坚鹏摄

从“音乐之城”哈尔滨到“百年口岸”绥芬河，参
加“海峡两岸记者龙江行”联合采访活动的 30多名
记者，日前走进三江平原，亲眼目睹黑土地的辽阔
和富饶，亲身感受北大荒的神奇与美丽。来自宝岛
台湾的记者们感触更深，有记者感叹：“北大荒，你
的名字太朴实！过去以为这里是荒凉之地，没想到
竟然这样充满魅力！”

发现之旅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国台办副主任李亚飞带
队。16名台湾记者、1名香港记者和19名大陆记者，9
天行程近3000公里，对龙江大地开展深入的采访报
道。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冬梅介绍说，海峡两岸
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始于1992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5
届，是两岸新闻交流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受到两岸新闻界的欢迎。

这是一次发现之旅。“不到龙江，不知道地有多
大，水有多长！”大平原、大湿地、大界江，令海峡两
岸记者们兴奋不已。在台湾记者们看来，汽车跑了
一整天，居然没跑出一个农场，简直不可思议。昔日
的北大荒早已变成北大仓，这里的粮食产量、农副
产品产量都相当可观。听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领导
的介绍，记者们不住地赞叹：超乎想象！

台湾中评社记者林谷隆说：“在确定要参与这
一趟龙江行之前，台湾朋友很好奇我到黑龙江能采

访到什么新闻，说北大荒有什么好报道的？确实，对
于许多台湾民众而言，整个白山黑水都是很模糊的
印象。用 9 天时间走完 3000 公里，颠覆了过往的印
象。黑龙江确实又大又美，沿路都是绿色森林，从游
览车往外一望是无尽的绿被，让我很震撼。”

动情之旅

这是一次动情之旅。素有“东方第一县”之称的
抚远县，地处中国陆地最东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
交汇处，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在这里，人们可以观赏
到“中国第一缕阳光”。

抚远境内的黑瞎子岛以独特的身世、区位、资
源和生态令世人瞩目。海峡两岸记者怀着激动的心
情上岛采访，台湾《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副主任
蓝孝威说，作为一名台湾记者，能够登上中俄分界
的黑瞎子岛意义非凡。“去年联合采访我们到了中
国最西端的霍尔果斯，如今我们又来到中国最东端
的黑瞎子岛上采访，横跨了中国的东部和西部，留
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赫哲族村民们身着盛
装、载歌载舞，热情欢迎远方的客人。台湾广播公司
节目部副主任、主持人钟丽香说：“这次能够走近牡
丹江、哈尔滨等这些在书本上看到过的地方，真的
是非常真实。大陆在保护赫哲族等少数民族文化方
面非常用心，我在访问赫哲族朋友时，一位大妈一
边工作、一边唱歌，同我们客家人唱山歌时的场景

一样。两岸文化背景有许多地方是蛮相同的，让我
感到非常亲切。”

传播之旅

这也是一次传播之旅。在采访中，海峡两岸记
者们不仅及时发表了大量报道，而且对两岸交流和
传播的话题兴趣很浓。在科技大厦“哈尔滨海峡两
岸技术移转育成中心”，记者们采访了在黑龙江台
资企业的发展情况。

采访团中不少记者是年轻人，大家都非常关注黑
龙江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龙江丝路带”的重大
举措，更关心黑龙江经济转型升级能否给两岸青年带
来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台湾记者表示，岛内年轻人
就业压力大，希望通过这次参访黑龙江，多了解当地
经济转型中的新机遇，并及时把信息传播给岛内年轻
人，帮助他们加深对大陆的认知。

台湾《远见》杂志主笔邱丽燕说：“东北正在
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发展进步，令人惊叹。以前台
湾跟东北合作较少，或者说大家对东北农业没有
这么深的印象，我觉得信息交流不畅是一个原
因。通过这次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希望可以
打破这种局面。”

记者们表示，希望通过他们的客观报道和广泛
传播，让台湾民众了解不一样的北大荒，使台澎金
马与“滨绥图佳”接触更加亲密，合作更加紧密，交
流更加活跃。

海峡两岸记者龙江行——

北大荒，没想到你这样充满魅力
崇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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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奥运金牌得主将访港

台湾再现本地籍寨卡感染案例

经典剧目《大宅门》将亮相台北

香港师生
走进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