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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王
永军) 10日，习近平主席和韩
国总统朴槿惠在北京共同确认
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
中韩自贸区建设又走出关键一
步。作为烟台的最大贸易伙伴，
韩国和烟台的贸易往来也将更
加密切，烟台企业也将享受到
更多的利好。10日当天，本地股
渤海轮渡受益上涨3 . 96%。

据了解，中韩自贸区谈判
于2012年5月启动，是我国迄今
为止对外商谈的覆盖领域最
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
贸区。根据谈判成果，在开放
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
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
额85%”。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
17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
“21世纪经贸议题”。

中韩自贸区建成后，咱烟台
也将享受到更多利好。韩国是烟
台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烟台
市对韩国进出口达到91 . 3亿美
元，占全市进出口的18.5%。

据烟台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烟台和韩国的经贸
往来一直很密切。自贸区建成
后，烟台也将更多地受惠。比
如在金融、旅游、医疗、环保、
电子商务等方面，都有着很好
的发展前景，也将带动相关产
业的发展。

届时，烟台和韩国企业间
的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截至
2013年底，烟台市实际使用韩
资50 . 9亿美元，投资领域涉及
服装、轻工、电子、机械、食品、

建材、海运、商贸等行业。韩国
LG、斗山、浦项、现代汽车、现
代重工、大宇造船海洋等大商
社都在烟台有千万美元以上
的投资项目。

此外，烟台企业在韩国兴
业发展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大。
截至2013年底，烟台累计在韩
国投资项目21个，投资领域涉
及房地产开发、环保型无机或
有机膜生产加工、工业锅炉安
装与服务、水产加工、建筑材
料销售、汽车线束进出口、美
容服务等。

中韩自贸区利好让多只
相关概念股大涨，大连港涨
停，锦州港涨幅9 . 96%，日照港
大涨 8 . 0 1 % ，大连国际上涨
7 . 50%，营口港涨4 . 49%。烟台本
地股渤海轮渡也上涨了近4%。

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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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李丹) 沪港通将于11月17日开
通，加上“一路一带”等利好消
息，带动沪指再创反弹新高。从
当日2473 . 67点的收盘点位看，
沪指已经创下近三年以来的新
高。在业内人士看来，值得投资
者关注的沪港通开通受益股主
要有绩优的券商股，以及一些
估值较低、基本面比较良好的
蓝筹股。

11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与香
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沪港
通下的股票交易将于11月17日
开始。沪港通的发令枪响使得
沪深两市10日的涨幅均逾2%。

在烟台一家证券公司的投
资顾问孙先生看来，10日沪深股
指的大幅上涨主要是受沪港通
和“一带一路”以及中韩自贸区
等利好消息的带动。而券商、银
行17日受沪港通开通的利好消
息更大一些。目前，大盘在沪港
通即将开通的带动下，涨势比较
客观。投资者可先走一步看一
步。应关注沪港通真正开通的利
好兑现后，大盘走势的变化。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11

月7日预计，中国22万亿美元的
银行资产将大规模地向资本市
场转移，其中的七八万亿美元
可能会流入A股市场，使得A股

市场的体量在未来五到十年获
得巨大增长。在业内人士看来，
虽然这七八万亿美元何时能流
入A股，以及流入多少还不好
说，不过还是有很多行业和个
股会受到沪港通开通利好消息
的带动，带来相应的投资机会。

孙先生认为，沪港通的直
接受益行业是券商行业，而且
券商行业颇有些双向受益的意
思，毕竟沪港通的利好效应注
入A股市场之后，会带动大盘继
续拉升。在大盘上涨的时候，市
场人气比较充足，交易量就会
放大，券商提取的手续费也会
出现明显上涨。当然券商股也
良莠不齐，所以一些各项业务
发展都比较可观，估值依然较
低的券商股值得投资者关注。

除了券商股，业内人士田
先生认为作为沪港通标的的绩
优蓝筹股也值得投资者关注。
蓝筹股可能会有轮动表现，可
关注基建、电力等符合国家政
策发展方向、估值较低的个股。

“最近这一大波行情主要
是沪港通带来的。”投资者王先
生也觉得，对于沪港通后期的
布局，还是以蓝筹为主。毕竟原
先是沪港通开通的预期，现在
就是关注沪港通开通后，资金
进来后的那些主要目标。

““沪沪港港通通””成成行行助助推推指指数数创创新新高高
业内人士表示，绩优的券商和蓝筹股值得关注

沪港通的实施范围

和试点条件

沪港通将于11月17日开通。那
么，哪些投资者能参与沪港通，参
与沪港通的投资者能买哪些股票？
据了解，试点初期，香港证监会要
求参与港股通的境内投资者仅限
于机构投资者，及证券账户及资金
账户余额合计不低于50万元的个
人投资者。

沪港通试点初期，沪股通的
股票范围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180指数、上证380指数的成份股，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

股公司股票。港股通的股票范围
是香港联合交易所恒生综合大型
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
成份股和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

股公司股票。
此外，沪港通试点初期，沪股

通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每日
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总
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
为105亿元人民币。

本报记者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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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仓

当日
合锻股份
*ST常铝
萃华珠宝
石英股份
中电电机

3日
合锻股份
*ST常铝
中科曙光
萃华珠宝
石英股份

5日
合锻股份
*ST常铝
中科曙光
萃华珠宝
中电电机

10日
合锻股份
*ST常铝
中科曙光
萃华珠宝
中电电机

减仓

当日
兴化股份
北京利尔
永清环保
雏鹰农牧
德威新材

3日
雏鹰农牧
新朋股份
顺鑫农业
永清环保
九安医疗

5日
雏鹰农牧
海宁皮城
美亚柏科
一汽轿车
山东如意

10日
雏鹰农牧
美亚柏科
广联达
阳光照明
东山精密

黄黄金金本本周周或或延延续续反反弹弹
实物黄金价格下降，千足金一克下降30元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李娜 ) 上周五黄金价格在美
国非农数据的影响下，大幅反
弹。但是黄金价格大跌传导到
实物黄金，在最近两天才显现
出来，记者走访烟台多家黄金
店铺发现，不少金店千足金价
格已经直降30元/克。

中国黄金烟台一家店在醒
目位置标出“千足金原价309元
/克现价279元/克”，周大生的
千足金也从之前的318元/克降
到了288元/克，福莱金店、鑫荟
金行的千足金价格分别是每克
258元和265元，相比一周前都
有一个大的降幅。

在店中有不少消费者在选
购金饰品。“国际金价又反弹
了，估计过了双十一，店内的千
足金也会把价格往上调一调。”
周大生金店的销售人员强调。

“从国际金价看，现货黄

金上周初继续大幅下跌，周五
借 助 非 农 数 据 大 幅 反 弹 至
1 1 8 0美元 /盎司一线遇阻回
落，短期可能会继续延续反
弹。1180美元这个点位应该能
够顺利突破，继续测试1210-
1200美元之间，黄金投资者应
该 重 点 关 注M A 5 、M A 1 0 、
MA26的支撑与阻力。”招金投
资有限公司高级黄金分析师
刘宇翔分析说，本月再创新低
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本周操作
以逢低做多为主。

回顾上周国际金价报收
1170 . 7美元/盎司，下跌0 . 4%。黄
金周五暴涨3 . 15%，触及一周高
位1178 . 64美元/盎司。主要原因
一方面弱于预期的非农数据提
振了市场情绪，另一方面被长
期压力的多头情绪被放大，10

月下旬以来黄金已经下跌了超
100美元。

刘宇翔建议说，对于实物
黄金投资，金商近期对冲点放
在1200美元/盎司附近，大量囤
货可以慢慢建仓。首饰消费者，
在这个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需
求，择机进行购买金饰品了。

对于纸黄金的投资者建议
所有空单全部止盈离场。黄金
积存：黄金积存仍旧执行每跌5

元，加仓一次。做黄金(T+D)的
投资者4成空单全部离场。本周
以逢低做多为主。

制图：武春虎

近期黄金价格出现下跌，千足金每克下降30元。本报记者 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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