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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發揮香港資本市場作用
續優化滬深港通機制撐境內外企業赴港上市

●2021 中國國際金融年度
論壇現場。
論壇現場
。 論壇官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 4 日在 2021 中國
國際金融年度論壇上表示，將進一步發揮香港在中國資本市場開放中的作用。中國
證監會將堅決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一如既往支持內地和香港開展全方位多
層次務實合作，包括進一步優化滬深港通機制，豐富滬深港通標的，穩妥做好在香
港推出 A 股指數期貨等各項工作。

方星海在介紹中國資本市場下一步高水平對外開
放工作時，重點提及要進一步發揮香港在中國

資本市場開放中的作用。他說，香港資本市場是中
國資本市場開放發展的一部分，一直以來香港資本
市場在內地資本市場擴大雙向開放、支持內地企業
融資發展和引入境外機構投資者等方面發揮作用明
顯。「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征程中，
香港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制定交易所市場熊貓債管理辦法
方星海表示：「中國證監會將堅決維護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一如既往支持內地和香港開展全方
位多層次務實合作，包括進一步優化滬深港通機
制，豐富滬深港通標的，穩妥做好在香港推出 A 股
指數期貨的各項工作，推出後我們也要着力做好跨
境的監管。支持境內外企業赴香港上市，支持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推動香港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此外，方星海表示，要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制度
性開放，落實合格境外投資者新規，便利境外投資
者配置人民幣資產。「證監會及時與國際投資者展
開了溝通，國際投資者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他們在
中國市場上的資產配置都是處於低配的狀態，他們
覺得目前的配置跟中國經濟的規模和中國經濟在全
球的地位是不相稱的。」他表示，要制定交易所市
場熊貓債管理辦法，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來華發行
熊貓債。擴大商品和金融期貨市場對外開放，推出
更多國際化品種，探索結算+授權等多元化開放路
徑，深化境內外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完善和拓展滬
倫通機制，健全境外主體境內發行上市制度，完善
企業境外上市監管制度。

加強跨境投資和資本流動監測
在進一步加強開放環境下的監管能力和風險防範
能力建設方面，方星海指出，要加強對資本市場跨
境投資行為和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分析研判，保持資
本市場平穩運行，防範資金大進大出風險。「通常
大進大出都是一個國家經濟金融不穩定的情況下外
資會出現，當然也要防範一些個別外資機構惡意的
通過自己的投資行為進出帶動整個市場的變化，這
是要重點防範的。我們看得清這一點是有把握的，
外資在中國投資什麼東西我們都看得見，如果有些
惡意的行為我們會及時予以制止。」
在總結中國期貨市場發展時，方星海提到，商品
期貨期權國際化品種已經增加到 9 個。最近，香港
證監會批准香港交易所推出 A 股指數期貨，這個產
品10月份即將開始交易，將為境外投資者投資A股
市場提供良好的風險管理工具。
方星海表示，目前中國資本市場已經成長為世界
第二大市場，A股總市值超過80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差不多佔國家 GDP 的 80%。上市公司接
近 4,500 家，商品期貨債券市場規模也位居世界前
列，且開放程度日益提升，吸引了越來越多國際金
融機構和投資者積極參與。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境
外投資者通過合格境外投資者滬深港通通道累計淨
買入達1,717億元。

光伏「熊貓」助「煤都」重見藍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
國北部城市山西省大同市境內，有一對
憨態可掬的「熊貓」，牠們一隻在揮舞
着爪子打招呼，一隻呆萌地望向遠處，
宛如一對可愛的母子。這是熊貓光伏電
站裏由光伏板組成的一對「熊貓」。
如今全球第一座以大熊貓為造型的光
伏電站已經開始向外輸送清潔能源。這
座電站佔地面積約174個標準足球場大
小，年均有效發電利用時間1580小時，
可以產出綠色電量約8000萬度。按照
2020年中國居民人均年用電量780度的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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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上半年境外投資者增持境內人民幣資產1.27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中
國人民銀行（央行）副行長陳雨露 4 日在
2021 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上表示，外資金
融機構正有序積極進入中國市場，今年上半
年，境外投資者增持包括股票、債券、存貸
款在內的境內人民幣資產共計 1.27 萬億元人
民幣。顯示出中國金融市場的巨大吸引力。
他表示，將繼續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
清單的管理制度，充分發揮好負面清單模式
對高水平開放的積極作用。
陳雨露在致辭中表示，近年來中國堅持自
主有序地擴大金融業開放，力度大、覆蓋
廣，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外商投資准入前國
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基本建立，銀
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人身險領域的
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已經完全取消，業務範圍
也大幅度放寬。企業徵信、信用評級、支付
清算等領域的外資展業享受國民待遇。此外
資本市場的雙方開放也在持續擴大，會計、

稅收、交易等基礎性配套制度也在逐步與國
際接軌。與此同時外資金融機構正積極有序
地進入中國市場，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
他進一步介紹，2018 年以來，中國共批准
了外資赴華設立 100 多家各類銀行保險業機
構，10 家外資控股的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
司，6家外資企業徵信評級支付清算機構。今
年上半年境外投資者增持包括股票、債券、存
貸款在內的境內人民幣資產共計1.27萬億元人
民幣，顯示出中國金融市場的巨大吸引力。

續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制度
陳雨露表示，中國金融業開放承諾也逐步轉
向負面清單模式。在新的形勢下，中國經濟高
質量發展需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
共贏的新局面，對金融業的開放無疑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我們將會繼續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國
際化的原則，持續深化金融業開放。
提及未來重點工作，陳雨露表示，將繼續

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管理制
度，充分發揮好負面清單模式對高水平開放
的積極作用；優化監管政策，打造良好的營
商環境。目前中國金融機構和市場准入方面
的開放工作幾近完成，但也要認識到一些監
管政策仍有優化的空間；不斷提升開放條件
下的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水平。繼
續完善貨幣政策調控與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豐富政策的工具箱，構建系統性金融風險監
測、評估和預警體系，優化外匯市場宏觀審
慎加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的框架，加快補齊金
融科技監管的短板，將所有金融機構、金融
業務和金融產品納入審慎監管框架。提高金
融監管的專業性和有效性，建好各類的防火
牆，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2018 年以來，金融領域共推出 50 多項
開放措施，新設各類外資銀行保險機構 100
多家，人民幣資產吸引力不斷增強。」中國
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在國際金融年度論壇上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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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將營造公平營商環境，鼓勵境內外金
融機構合作共贏；引進國際優質金融資源，
豐富創新產品體系，提升金融服務質量；穩
步實施金融業「走出去」，鼓勵中資金融機
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優化布局，強化
服務；深化國際金融合作，積極參與國際金
融規則制定，推動國內外監管規則標準互
認。

銀保監會：全球通脹壓力增大非常規刺激政策難治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在 9
月 4 日舉行的 2021 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
上，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表示，當前全
球的通脹壓力增大，今年以來 80%以上的經
濟體通脹水平均在上升，全球核心通脹率呈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 論壇官方供圖

標準計算，這對「熊貓」產生的清潔電
力可供超過10萬人使用一年，現已成為
中國發展清潔能源的「形象大使」。
熊貓電站落戶大同，對這個被稱為
「煤都」的傳統重工業城市更具象徵意
義。大同曾飽受重度霧霾困擾，空氣質
量在本世紀初一度排名全國倒數。而如
今，來當地旅遊的遊客都在親身見證
「大同藍」。「我們已經在安徽、廣
西、內蒙古等地完成6個熊貓電站的建
設。」電站站長孫井松說，已與菲律
賓、斐濟、泰國等國家達成合作意向。

● 位於山西省大同市的熊貓光伏電站
位於山西省大同市的熊貓光伏電站，
，產生的清潔電力可供超過
產生的清潔電力可供超過10
10萬人使用一
萬人使用一
年。
新華社

現多年最高水平。「種種跡象表明主要發達
經濟體實施無限量化寬鬆政策扭曲了資金價
格，加劇資源錯配，助長市場投機和脫實向
虛，很可能留下嚴重的後遺症。非常規刺激
政策雖在短期內對緩解危機有治標的作用，
但很難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問題。隨着主要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
出現轉向預期，部分國家面臨的資本外流、
貨幣貶值、通脹加劇等多重壓力，金融的脆
弱性上升。在當前的形勢下世界各國應加強
協調合作，共同維護國際市場的穩定，推動
全球經濟健康可持續地復甦。

各國應合作護國際市場穩定

金融系統支撐中國去年經濟正增長

周亮指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多個國家
的股市債市匯市和大宗商品市場大幅波動，部
分國家的債務負擔沉重。一季度末全球的債務
餘 額 約 達 289 萬 億 美 元 ， 相 當 於 全 球
GDP360%，創歷史新高。
周亮表示，非常規刺激政策雖在短期內對
緩解危機有治標的作用，但很難解決深層次

周亮說，2020年中國成為唯一實現經濟正
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經濟持續穩定恢
復，穩中向好，金融系統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
用，銀保監會開展延期還本付息應急貸款試
點、讓利實體經濟等數十項措施，推動創新信
貸和保險產品確保精準直達，着力支持重點領
域和薄弱環節，先進製造、科技創新、小微民

營、綠色生態等領域的新增信貸保持較高的增
長，保險保障功能有效發揮。
在穩增長的同時，金融風險的防控也取得重
要階段性進展。一是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
節。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
性，堅決不搞大水漫灌，着力疏通貨幣信貸傳
導機制。二是重點領域的風險有序化解。近四
年來累計處置了不良貸款8.8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超過了前12年的總和，高風險影子銀
行較歷史峰值壓降23萬億元。三是金融體系的
穩健性明顯提升。銀行保險機構的公司治理不
斷完善，內控合規管理建設取得積極進展，主
要監管的指標良好，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
到14.48%，保險機構償付能力充足率保持在
240%以上。

國際軍事比賽 中國包攬庫爾勒賽區所有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隨着「蘇
沃洛夫突擊」項目接力賽最後一個車組順
利衝線，「國際軍事比賽-2021」中國庫
爾勒賽區所有比賽圓滿完成。中國參賽隊
共斬獲 8 個單項第一、3 個團體第一，包
攬新疆庫爾勒賽區所有金牌。
9 月 4 日上午，「國際軍事比賽-2021」
中國庫爾勒賽區舉行閉幕式。中國中部
戰區陸軍少將副司令員朱曉輝致閉幕
詞，陸軍中將副司令員劉發慶宣布比賽
閉幕。
14天的賽程，來自四大洲、七個國家的
182 名參賽隊員進行了激烈角逐，共產生

8個單項第一名，3個團體第一名，打破5
項賽事紀錄。其中，中國參賽隊包攬 3 個
項目的團體第一名，包攬庫爾勒賽區所有
金牌。賽事組委會宣布並頒發了「國際軍
事比賽-2021」「蘇沃洛夫突擊」、「晴
空」和「安全環境」3項比賽的團體獎。
截至目前，中國陸軍已4次承辦這一國
際性賽事。今年，來自中國、俄羅斯、白
俄羅斯、埃及、烏茲別克斯坦、委內瑞
拉、越南等7國的18支參賽隊圍繞「蘇沃
洛夫突擊」步戰車組、「晴空」便攜式防
中國參賽隊日前榮獲「
「蘇沃洛夫突擊
蘇沃洛夫突擊」
」項目單車賽第一
空導彈班組、「安全環境」核生化偵察班 ●中國參賽隊日前榮獲
名
。
資料圖片
組3項比賽展開激烈比拚。

防疫不力 鄭州9公職人員被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河南省
紀委監委4日晚間發布通報，鄭州9名公職人員
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嚴肅追責問責，其中孫曉紅
被免去鄭州市副市長。
7 月 30 日，鄭州市爆發新冠肺炎聚集性疫
情。經河南省委批准，河南省紀委監委、鄭州
市紀委監委成立聯合調查組，依規依紀依法對
疫情防控失職失責問題進行調查，在查清事

實、釐清責任的基礎上，對 9 名公職人員嚴肅
追責問責。
孫曉紅被免去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付
桂榮被免去鄭州市衞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書
記、主任。鄭州市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原
學嶺被政務記大過處分。鄭州市衞生健康委
員會醫政醫管處處長張嵐受到黨內嚴重警告
處分。

馬淑煥被免去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黨委書記，
並受到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鄭州市第
六人民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賀瑞被立案審查調
查。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副院長蔡朝陽被立案審
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感
染防控科科長趙鮮麗被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置
措施。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醫務科科長徐彥立被
立案審查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