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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电 据伊拉克国家电视
台报道，伊拉克内政部 11 月 9 日证实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右图）
在此前的轰炸中受伤，另有多名该极端
组织高级头目死亡。

报道说，伊内政部当天发布声明证
实了这一消息，但没有给出该空袭发生
的时间和地点等细节。

据伊拉克尼尼微省安全部门 9日消
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
盟 7日晚向该省首府摩苏尔市发动一系
列空袭，其战机发射的导弹击中疑似载
有“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的车队。

此前，伊内政部消息人士曾表示，无
法证实巴格达迪是否受伤或死亡。伊尼

尼微省议会安全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
易卜拉欣 9 日说，情报显示约有 45 名武
装分子受伤或死亡，但不知道其中是否
包括巴格达迪。另外，至少有两名“伊斯
兰国”高级成员在空袭中丧生。

巴格达迪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现
任首领，该组织目前控制着伊拉克北部
及西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大片领土。美国
国务院自 2011年 10月起就悬赏 1000万
美元缉拿巴格达迪。

另有消息称，日前，利比亚地中海海
滨城市达尔纳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领
导人，愿意加入这一组织所创建的“哈里
发国”。由此，达尔纳成为伊拉克和叙利
亚之外加入“哈利发国”的首座城市，“伊

斯兰国”也在利比亚有了首个立足点。
据媒体披露，达尔纳倒向“伊斯兰

国”绝非偶然，而是这一组织暗中布局，
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的结果。在地理位置
上，达尔纳离“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最
近距离也有约 1600公里。但历史上，达
尔纳一直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据点，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前往伊拉克的利比亚
极端分子和自杀炸弹袭击者主要来自达
尔纳。这给“伊斯兰国”将触角伸入达尔
纳提供了机会。

今年春天，“伊斯兰国”中的许多利比
亚极端分子返回达尔纳，成立了一个名为

“伊斯兰青年协商会议”的集团，开始联合
当地其他武装人员加入“伊斯兰国”。

伊拉克证实“伊斯兰国”首领受伤
利比亚一城市加入“伊斯兰国”

海外资本不是“慈善家”，“狂
欢”之后，应当如何应对可能的冲
击，如何保障股民权益，也是我们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
长奚君羊认为，相较于海外的机构
投资者，我们的股民还显得不够成
熟。“在具体的投资操作上，国内的
投资者还有较强的盲目性和投机
性。”奚君羊说。

实际上，沪港通开启初期，沪港
两地市场在交易时间、涨跌幅限制等

规则上还无法做到完全一致，还存在
一定的套利空间，而其间隐藏的风险
也必须引起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另外，对于 A股的“土著”们来
说，投资的视野也要向全球延伸。
业内人士指出，“沪港通”开启后，A
股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将大大提
升，加入 MSCI（摩根士丹利资本国
际）全球指数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瑞银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
李强调，沪港通开启之后，全球的
一些重要的事件，如美联储是否加

息，对于A股的影响比现在我们看
到的要大得多。“A 股市场的研究
机构，以后不仅要研究国内的宏观
环境和微观主体，还要放眼世界，
为国内和国际的投资者提供全球
化的服务。”林采宜说。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副院长费方域表示：“监管层也要加
紧完善制度设计，切实应对海外资
本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加强投资
者教育，保障中国股民的合法权
益。”（据新华社上海11月10日电）

沪港通的开闸不仅加强了沪港两地
资本市场联系，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
开放的又一个实质性步伐，将是中国资
本市场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分析
人士认为，沪港通将倒逼A股制度改革，
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催
化剂”，加快推进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
兑换。

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力

专家认为，沪港通推动 A 股大盘蓝
筹与国际投资者的接轨，从而提升中国
资本市场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
满足全球投资者投资中国的需求以及中
国投资者“出海”的需求。

在专家看来，沪港通并非资本市场
对外开放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端。
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内地香港基金互认
陆续推出，A股纳入MSCI（摩根士丹利资
本国际）全球指数也指日可待，这也意味
着全球资金将源源不断地流入 A 股市
场。

倒逼中国股市加快改革

在不少专家看来，沪港通不仅有助
于完善A股市场机制，助推A股市场蓝筹
股估值修复和价值回归，而且从市场的

交易制度、监管机制到投资文化、上市公
司治理水平，都有望随着投资者队伍和
市场格局的改变而变化。

“沪港通实际上是在倒逼沪深股市
加快改革步伐，尽早迈入健康稳定发展
的轨道。”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
总监桂浩明表示，随着境外资金入市之
门的进一步打开，多年来因投资理念等
原因而估值偏低的沪市蓝筹股表现应该
会有所好转，A 股有望因此树立起价值
投资的新标杆。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已然在国际市
场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民币而言，沪港通
将成为其国际化进程的“催化剂”。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
汝银表示，无论是港股通还是沪股通，
均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交易。这种
结算直接拓展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
的自由兑换范围，打开了人民币跨境投
资渠道，扩大了人民币流动和跨境使用
的范围和空间，并会产生“累积效应”和

“乘数效应”。
这意味着，在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

主导货币之一，以及扩大人民币资产配
置的品种和范围方面，沪港通向前迈进
了一步。（据新华社上海11月10日电）

本报珠海讯 （记者董 娉）苏—35、歼—31、
运 12F……“群星荟萃”的珠海航展将于今日拉开
帷幕。据悉，本届航展吸引了国内外参展商近
700 家，其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参展展品达
150 多项，以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研发的“闪电”
10 导弹为代表的众多“河南造”也成为受人瞩目
的焦点。

11 月 10 日，记者从“中航工业集团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本届航展预计观展专业人士超过 13
万人次，为期 6天的展期内，我国制造的明星机型
将扎堆亮相，除空警 2000、空警 200 和歼 10 等机
型之外，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战机鹘鹰歼-31
隐形战机和大型运输机也首次与公众见面。空军
首批女歼击机飞行员也将第一次亮相航展，驾驶
歼 10表演机进行飞行表演。

“我们此次带来参展的产品，是先进的第三
代、第四代空空导弹。”在制导武器展示区，中国空
空导弹研究院市场部副部长倪永平告诉记者，近
年来，我省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硕果累累，特别是以
洛阳的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主持研发的“闪电”
10导弹批量交付为标志，我国航空精确制导武器
装备已实现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
越，实现了国防力量由单纯防御型向攻防兼备型
的转变。

此外，“自主创新”成为中航工业参展的“热
词”。除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以外，我省的中航光
电所、解放军第 5715 工厂、轴研科技、洛轴等一
批企业也都参加此次航展，多数展品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填补了同类产品的国内空白，集中展示
了我省航空、航天及其配套企业的科研实力和创
新水平。③9

印度总理莫迪 11月 9日改组内阁，新任命 21
名部长和副部长级官员。其中，前旅游部长什里
帕德·耶索·奈克获任首次设立的“瑜伽部长”，以
期推广这项古老的健身养生法。

在当天确立的部长职务名单中，奈克将专门负
责印度阿育吠陀、瑜伽、自然疗法、顺势疗法等传统
医药和健身养生法的推广工作。这项职责先前由
卫生部长统管，此次是首次从卫生部分出单设。

瑜伽是印度古老的健身养生法。在内阁中专
设“瑜伽部长”或许与莫迪本人有些渊源。莫迪崇
尚素食，是一名瑜伽爱好者，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练
习。他不仅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畅聊瑜
伽，还曾建议联合国专门设立“国际瑜伽日”。

除奈克外，在这 21 名“新人”中，4 名将出任
部长职务，使内阁成员总数增至 27 人。另外 17
名将出任副部长级职务，使副部长级官员总数增
至 39人。

分析人士说，莫迪内阁多名部长一直身兼数
职，早已不堪重负。这次内阁大扩容将为这些“兼
职”官员减负，使他们能集中精力推进经济改革。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伊朗媒体 11月 9日报道，伊朗原子能机构主
席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定于 11 日赴俄签署一
份合作协议，即由俄罗斯在伊朗南部地区建设两
座核电站。

法新社援引双方临时协议内容报道，俄罗斯
将为伊朗建设 2座设计装机容量 1000兆瓦的核电
站，选址在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地区。

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
附近，设计装机容量为 1000 兆瓦，它是伊朗唯一
的核电站。

1995年，俄罗斯接手这一项目。由于涉及核
能技术等问题，伊俄核电站合作一直受到西方国
家指责，加上伊俄双方在建设资金等问题上矛盾
不断，核电站建设工期一再拖延。核电站建成后，
受多重因素影响，交付期也一再被推迟，伊朗方面
直至去年 9月才正式接管核电站。

法新社报道，伊朗打算再建 20 座核电站，包
括在布什尔的 4座，以减少对油气资源的依赖。

法新社注意到，或许是因为都受到西方制裁，
伊朗和俄罗斯近期的合作呈上升趋势，两国 9 月
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和投资项目，俄罗斯打算在伊
朗境内建设 10座传统的发电厂。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河南元素”
闪耀“珠海航展”

伊俄拟签核电项目

印首设“瑜伽部长”

沪港通本月 17日启动 3000亿海外资本蓄势待发

8000 万中国股民准备好了吗？
A股市场期盼已久的沪港通将于11月17日正式启动。3000亿元海外资本蓄势待发。面对海外投资

者，8000万中国股民在分享这轮资本盛宴的同时，又将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一直苦于寻求直接进入中国
资本市场的海外投资者，终于将迎
来一次“狂欢”。在经历了长达 7
个月的兴奋和焦灼之后，3000 亿
元的海外资本和 8000万中国股民
终于迎来尘埃落定的一刻：沪港通
将于 11月 17日正式启动。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张
宗新表示，多年来，海外资本最为
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资金进入
中国内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

沪港通，终于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
放打开了一扇窗。

2014年4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
察委员会发布的《联合公告》指出，
在“沪港通”的机制设计当中，对人
民币跨境投资额度实行总量管理，
并设置每日额度，实行实时监控。
其中，沪股通总额度为 3000亿元人
民币，每日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

然而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

林采宜认为，表面上看总额度是
3000 亿元，但由于资金不断地进
入与撤出，实际上可以调动的资金
将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申银万国首席策略师王胜同
样指出，虽然简单看沪港通的额度
是 3000 亿元，但考虑到未来大陆
和香港基金公司的互认以及 A 股
被纳入 MSCI 指数的影响，资金量
将超过 1 万亿元，会对整个中国 A
股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

千亿海外资本聚焦A股

7月份以来，A股持续走牛，成
为领涨全球股市的明星。而在宏
观经济数据持续低迷、企业盈利没
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这轮由多重
利好预期推动的上涨，也包含了投
资者对沪港通的期待。

国内机构投资者普遍认为，A
股的蓝筹估值相比于港股普遍偏
低，沪港通的开启将有利于A股蓝
筹的估值修复。林采宜指出，尽管
这个过程未必一蹴而就，但两地同
时上市的股票价格走向一致，则是

必然的趋势。
实际上，9 月份以来，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从低点的 88.72点一路
上涨至最高的 101.74点，很多 A股
股民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了沪
港通的“开胃大餐”。

一些投资者期待，沪港通正式
开启之后，3000 亿元乃至上万亿
元海外资本的涌入，能够为A股进
一步的上涨提供充分的流动性支
撑。

但是专家同时指出，机遇总是

和风险并存。实际上，中国股民在
分享海外资金涌入带来的资本盛
宴的同时，也面临着资金撤出引发
的“动荡”。林采宜认为，海外资本
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A股
的波动，而中小盘股票的估值也将
面临较大的压力。

王胜则指出，按照“沪港通”的
实施规则，资金流入有每天 130亿
元额度限制，但是流出是没有限制
的。外资的撤出对股市的负面影
响，股民也不得不防。

分享“盛宴”更要防风险

如何保障股民权益

▶▶相关新闻

沪港股市应声而涨
11 月 10 日，受沪港通即将正式启动的利好消息影响，

上海和香港两地股市双双上涨。上证综指大涨 2.30%，香港
恒指也上涨 0.82%。 新华社发

▶11月 10日，港交所的电子显示屏在显示恒生指数。
▼11月 10日，安徽铜陵股民在关注 A股行情。

尼日利亚约贝州首府达马图鲁一所中学 11
月 10 日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47 人死
亡，79 人受伤。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宣称
制造袭击。警方发言人奥朱库怀疑，极端武装

“博科圣地”为袭击凶手。图为人们在查看遭爆
炸袭击毁坏的建筑。 新华社发

尼日利亚校园遭袭
致百余人死伤

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变革

▶▶新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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