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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第一”陆续诞生

“能够在中国设立并运营一家全资证券
公司，是我们在这一关键市场达成的又一重
要里程碑。”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及首席执
行官郭利博说，“我们相信，在中国金融市
场不断发展、客户需求不断多元化的背景
下，此举将进一步强化摩根大通在中国的业
务实力。”

日前，摩根大通对外宣布，摩根大通
证券 （中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摩根
大通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受让 5 家内资股东
所持股权并成为摩根大通证券 （中国） 唯
一股东的事项已被准予备案，摩根大通证
券 （中国） 将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
的证券公司。

从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投资
额度限制，到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
期货、人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再
到取消企业征信评级、信用评级、支付清算
等领域的准入限制……近年来，中国金融开
放连出实招，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
场，首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首家外资独资
寿险公司、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首
家外资全资控股公募基金等多个“第一”陆
续诞生。

去年 9 月获批筹建，今年 7 月正式开业
——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首家外商独资货币
经纪公司上田八木货币经纪 （中国） 有限公
司跑出了在华布局“加速度”。该公司总裁黄
洪表示：“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将通过金融科
技创新，不断完善业务产品线和业务系统，
为境内外客户提供业界最前沿、最周到的服
务。”据悉，上田八木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业务范围包括境内外的外
汇市场交易、货币市场交易、债券市场交
易、衍生产品交易。

从设立公司到开展业务，外资机构纷纷
加快在华发展步伐。8 月 30 日，贝莱德基金
首只公募产品公开发售。作为中国首家外资
全资控股公募基金公司，贝莱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今年 6 月在上海正式开业，公司董事
长汤晓东表示：“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赋
予贝莱德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贝莱德深
耕中国市场超过15年，我们将凭借全球视野
的投研平台、行业领先的风险管理体系，在
中国市场推出一系列公募基金产品。”

人民币资产被看好

外资不仅积极在华新设公司，而且“组
团”增持人民币资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近日发布的
最新数据，截至 2021年 7月末，境外机构持
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77万亿元，较去年12月
末增加 0.52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
托管量的3.5%。7月份，新增5家境外机构主体
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7月末，共有972家境外
机构主体入市，较去年12月末增加67家。

“尽管全球经济和金融局势紧张，中国仍
继续吸引着创纪录的投资流入。”美国智库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
迪表示，中国正继续引领全球经济走出新冠
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外资企业在华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同时随着金融业进一步开放，

中国吸引的外资迅速增长，今年以来流入中
国内地股市和购买中国政府债券的外资实现
了大幅增长。

顺应全球投资者的需求，国际主流指数
纷纷将人民币债券纳入其中。继花旗、彭
博、摩根大通把中国债券纳入其主要指数
后，今年10月29日开始，富时罗素将把中国
国债纳入其富时世界国债指数。英国杜伦大
学金融学首席教授郭杰认为，中国国债安
全、稳定，尤其疫情暴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
动荡加剧，投资者避险情绪浓厚，而中国疫
情防控得当，经济表现优于全球大部分经济
体，即使在市场波动中也体现出了稳定性，
这促使人民币债券成为全球投资的避风港。

“按照 5.25%的纳入权重计算，未来 3 年，纳
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将为中国债市吸引上千
亿美元国际资金。”

包括债券在内，当前人民币资产在全球
资产配置中的占比相对高于其他新兴经济
体。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
春英介绍，从市场机构配置需求来看，人民
币债券和股票纳入主要国际主流指数后，所
占的权重在新兴经济体中居首位，未来境外
投资者还会继续投资中国债券。从官方配置
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近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球外汇储备
中的人民币占比升至 2.45%，规模达到 2875
亿美元。

日前，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库——国际货
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发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
告显示，全球 30%的央行计划在未来 12-24
个月内增加人民币持有量，这一比例较去年
明显提升。同时报告显示，20%的央行计划
在未来 12-24 个月内减持美元，18%的央行
计划在同一时间段内减持欧元。

“展望未来，将有更多海外机构投资人配
置人民币资产。”花旗银行研究部董事总经
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说。

抓好开放承诺落实

市场热情高，政策再发力。7 月 21 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持续抓好金融业
对外开放承诺落实，主动对标开放程度较高
的国际标准，推动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
更高水平金融开放。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
金融机构准入门槛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母子
公司跨境往来规则。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
市场的渠道和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
院长赵锡军认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外
开放措施接连发布，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
扩大行业开放引入各类金融机构、业务、产
品，鼓励良性竞争，可以增加金融的有效供
给，有利于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满足差异化、个
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以此促进行业服务水
平实现跃升，以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满足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帮助外资分享中国市场机遇。

围绕金融业开放，各地各部门加快作出
新部署。人民银行等 6 部门日前发布 《关于
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债券市场高水平开
放，健全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发债的制度框
架，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评级机构开展
境内业务。外汇局提出，今年下半年进一步
扩大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跨境投资、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等便利化试点范围。

作为全球资管机构在国内的重要集聚地
和展业地，上海陆家嘴日前启动全球资产管
理伙伴计划，邀请全球知名资产管理机构、
综合金融服务商、行业组织等加入，促进各
类金融机构务实合作，加强境内外资管业务
沟通交流，首批共82家成员，同时推出畅通
境内外资金投资渠道、加强配套服务、优化
法治环境等系列措施。

“海外投资人很关注中国市场，很愿意将
其资产配置在中国。”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弛表示，“陆家嘴全球资产管理伙
伴计划有利于搭建有效整合国际国内资管机
构等各类金融机构的行业领先合作平台，我
们期待与同业伙伴一起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
助力。”

“随着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
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各项措施陆续落
地，未来会有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赵锡
军说。

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开放，既是当前金融
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
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不断向纵深发
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
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外资金
融机构业务范围，降低资产规模、经营年限
以及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沪港通、深港
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陆续建立并持续
完善，外资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人民币的
国际地位在金融交易领域越来越被接受。

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就应
对标国际高标准，不断完善制度。在已推
出系列政策基础上，应抓好金融业对外开
放承诺落实，主动对标开放程度较高的国
际标准，持续推动银行保险业、证券业、
评估行业、货币经纪业以及货币市场、外
汇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
产品市场对外开放。通过完善金融开放的
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
快相关制度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财务会

计、税收、监管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
计统一规则，同类的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
合并同类项。高标准制度建设将促进金融
业健康发展，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确
保新时代金融业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随着资本
项目可兑换程度提升、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减
少，跨境双向投资更加活跃。一方面，外资
持续流入中国市场，境外投资者不断增配人
民币资产。2020年，境外对中国证券投资净
流入规模达到 2547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20年境外资金流入中国债券市场资金超过
1 万亿元，60%以上是境外央行的长期资
金，购买的主要品种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

债。另一方面，境内投资者积极布局海外市
场，2020年中国对外证券投资规模达到1673
亿美元。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
环境更趋严峻复杂，但中国经济持续恢复、
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
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也具备诸多有利条
件。下一步应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对外
开放，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稳步推出资本市
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积极加强开
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

与重大战略密切结合。在重大战略推进
过程中，金融开放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如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
人民银行等部门从提升人民币可兑换水平支

持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海南金
融市场体系、扩大海南金融业对外开放、加
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6个
方面提出 33 条具体措施，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今后要加快这些政策的落地。
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人民银行等
四部门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
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
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粤港澳
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
融风险等5个方面提出26条具体措施，这将
有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
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

科技赋能监管。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
不断推进外汇线索研判中心建设，引入关系
图谱、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步提升识别违
规主体的智能化水平，近两年地下钱庄、虚
假欺骗性交易类违规线索成案率不断提高。
长远来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跨境收支主体越来越多，一些新型的跨境支
付手段开始出现，不断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
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应坚持利用科技
赋能外汇监管，提升监管质效，更好实现服
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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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赵锡军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有序推进，批准设立了100多家外资银行、保险、证券、支付清算等机构——

外资积极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有序推进，批准设立了100多家外资银行、保险、证券、支付清算等机构——

外资积极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最近，中国金融业开放又有新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提出统筹同步推进银

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

放，摩根大通宣布将全资控股旗下合资证

券公司，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

正式开业，外商独资的富达基金获批……

相关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

对外开放有序推进，取得积极进展，共批

准设立100多家外资银行、保险、证券、支

付清算等机构。接下来，中国将推动形成

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会进

一步提升。

金融业对外开放有序推进，批

准设立了 100 多家外资银行、保

险、证券、支付清算等机构。

截至今年 7 月末，境外机构

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 3.77 万亿

元，较去年 12 月末增加 0.52 万

亿元。7 月份，新增 5 家境外机

构主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7

月末，共有972家境外机构主体

入市，较去年12月末增加67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

球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占比升至

2.45%，规模达到2875亿美元。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发

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全球30%
的央行计划在未来 12-24个月内增

加人民币持有量，这一比例较去年

明显提升。

首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首

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首家外资

全资控股期货公司、首家外资全

资控股公募基金、首家外商独资

货币经纪公司等多个“第一”陆

续诞生。

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积极进展

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陆家嘴已经成为全球资管机构在国内
的重要集聚地和展业地，有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6 家国际知名
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 106 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日前，陆家
嘴启动全球资产管理伙伴计划，邀请全球知名资产管理机构、综

合金融服务商、行业组织等加入，促进各类金融机构务实合作，
加强境内外资管业务沟通交流，首批共 82 家成员。图为近日拍摄
的陆家嘴景观。

陈玉宇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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