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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的不断
深入，中国金融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也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海外金融机构也日益看重中国
金融市场的商机与潜力。

不久前，渣打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总裁
张晓蕾就表示，2017年渣打加大了在中国市场
的投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人民币业务。张晓
蕾表示，中国是渣打最重要的战略性市场，渣
打看好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渣打将用好这
些政策红利，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发挥我们的跨境和全球网络优势，伴随中国经
济的成长而成长，依托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发
展，并在此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张晓蕾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预
计，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
等将进一步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中国
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学习国外风险控制的最
佳实践，同时通过金融业对外开放，也可以
化解国际上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开放
逆转的质疑。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金融
业开放就是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吸
收更多的海外资金到中国来投资，包括券
商、基金、征信、信用评级等金融服务业相
关的子行业都需要吸收海外投资，同时也包
括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

“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

金融市场的建立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和经
验。继续争取国际话语权、继续提高国家竞争
力，不仅需要健全自身金融体系，还应该着手
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同步的资本市场，积累与
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人才资源与市场经
验。”万喆说。

万喆进一步指出，在锐意推进自身金融改
革的同时，中国还需要争取空间和时间，提升
金融体系效率以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万喆说，
我们还要在开放的节奏上进行合理控制，着力
壮大实体经济竞争力，以进一步支持金融体系
的发展并创造更多需求，从而培育金融体系的
整体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同时
更加积极地参与改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金融业随之在全球
金融体系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金融市场也成为
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无论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信托，中国金
融机构在现代化、规范化、国际化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实质
性进展，发挥着配置要素、融通资金的重要功能。可以
说，正是积极稳妥的对外开放提升了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
力和国际影响力，锤炼了政府部门的金融监管能力，巩固
和发展了中国的金融大国地位。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模式的
不断升级，中国金融业开放亦迎来了新机遇。如果说过去
的开放主要是“引进来”，通过学习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先
进做法和经验来服务中国自身经济建设，那么，未来中国

金融业开放的主题无疑还将包括“走出去”，让中国优质
金融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融通全球。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业需要做到“内外兼修”。
从练好内功的角度看，更好地“引进来”依然是一堂

十分重要的必修课。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业自
身的经营水平和监管能力必须跟上。金融机构要持续学习
和借鉴国际优秀同行的金融产品设计、管理及运营经验，
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新形势和新需要。对监管者来
说，要在充分认识国内金融体系风险点和薄弱环节的基础
上，积极主动借鉴国外监管机构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补齐
制度短板，完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方式，确
保监管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

从融通全球的角度看，有效地“走出去”则是新时代
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必答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迈

向深入，中国金融走向海外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在这一
过程中，人民币支付结算、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咨询、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贷款、国际贸易风险评估及处置、
并购交易资金监管等，都是中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发挥更重
要融通作用的全新舞台。为此，中国金融业应该积极把握

“一带一路”商机，在加强海外物理网点和分支机构建设
的同时，加强前瞻性服务，将财务顾问、投行业务、撮合
交易、并购咨询等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帮助海内外客
户更好衔接，最终促进更多互利共赢的商业项目及时落
地。

需要看到，虽然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地
位，但金融行业的基础还在于实体经济。多年来，中国
金融业对外开放之路之所以顺利，关键在于中国经济不
断发展壮大。未来，无
论 是 “ 引 进 来 ” 还 是

“走出去”，中国金融业
者都要时刻将服务实体
作为立身之本，将融通
全球作为经营之魂，将
防范风险作为业务之根。

中
国
金
融
业
开
放
﹃
蹄
疾
步
稳
﹄

本
报
记
者

王
俊
岭

中
国
金
融
业
开
放
﹃
蹄
疾
步
稳
﹄

本
报
记
者

王
俊
岭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

知》，其中关于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领域减少

外资准入限制的表述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在此之前，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亦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专家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

核心，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融通存量要素供需的重要作

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循序渐进、成果卓

著，保持了开放节奏与风险防控的良好平衡。未来，随着中

国经济以全新的结构和姿态融入世界，中国金融业开放将更

加“蹄疾步稳”。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业居于重要的枢
纽地位，小到个人存款理财、大到企业融资扩
大再生产，都离不开金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
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深
刻变化。

如今，在中国不少城市的街头，人们都会看
到花旗、汇丰、渣打、摩根大通、三井住友、法兴
等外资银行的招牌。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外资
银行已在华设立 39 家法人机构、121 家母行直
属分行和166家代表处，机构数量持续增加，营
业性机构总数达到1000多个，分布在全国70个
城市。

最初，外资银行主要从事与母国相关的联
络、市场调查、咨询等活动。随着中国开放政策
的深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由外币延伸至人民
币项下，经营范围也日益宽泛。

针对开放外国银行来华的影响，有研究表
明，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资银行效率水平正
相关，外资银行的进入改善了中国银行市场竞
争条件。具体来看，一是加强行业竞争，提高
金融服务质量和可获得性；二是促进银行监管
理念和手段的完善；三是提高了中国金融市场
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触程度。

无独有偶，作为专门负责风险配置的保险
业也从开放中获得了活力。据了解，如今对于
外资保险公司而言，除不得经营法定保险业务
以及设立寿险公司必须采取合资形式以外，基
本没有明确的其他限制。目前，中国已成为世
界第三大保险市场，越来越多的外资保险公司
纷纷将区域总部迁至中国。

在监管层面，开放亦使中国保险业的话
语权得以提升。中国保监会于 2000 年加入国

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AIS），并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0 年成为 IAIS 执行委员会和审计委员
会成员。通过国际组织的平台，中国与美
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保
险监管当局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双边合作，对
监管体系改革、监管信息交流共享、商业养
老保险发展等问题开展联合专项研究。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积极参与 IAIS 《国
际保险集团监管共同框架》 的制定工作，促
使 IAIS 充分考虑新兴市场国家利益，减少了
国际监管规则变化对我国保险市场造成的冲
击。

从证券市场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开放，到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大，
再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全面实施……如
今，中国金融业开放步伐正在加速向前。

“目前，A 股加入了明晟指数 （MSCI），
‘债券通’逐步落地运行，信用评级市场加速
开放。可以说，从股票到债券，越来越多的中
国金融资产被纳入海外投资者的视野。与此同
时，境外投资者投资种类比较多，而且市场操
作、投资策略和理念相对比较先进。他们更便
利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将带来更多资金，也
有助于中国金融业继续市场化、国际化改革，
提升全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关注度，带动人
民币国际化不断向前。”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
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业开放的问题上，
一直有声音认为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较慢。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金融是经营风险的特殊
行当，其对外开放水平必须与足够强大的经济
基础、市场经验与监管制度相适应。

金融业开放节奏过快引发风险乃至金融危
机的案例，其实殷鉴不远。20 世纪 70 年代末
开始，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各国积极推行出口
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泰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和 90 年代初实现高速增长，并一度被很多
人称为亚洲“第五只老虎”。在经济繁荣的背
景下，泰国信贷过度扩张、房地产热、股市热
造成通胀急升，经济泡沫越来越大，最终引发
了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多年之后，很多
分析者都将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急过快以至于
本国监管无法跟上业务变化需要视为诱发金融
危机重要的原因之一。

“从很多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开放的例子可
以看到，金融业开放时‘蹄疾’还要‘步
稳’。直接从发达国家移植经济发展理论和模
式，贸然实施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可能
造成诸多严重后果。金融改革不应该有固定的

模板，都需要依据具体的形势来制定。比如，
有些国家过分依靠外资以弥补财政赤字、平衡
国际收支，金融体系就陷入脆弱状态。这意味
着，急功近利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极其危险。”
万喆说，中国金融行业开放必须探索渐进、稳
健、有次序的路线，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向
好的形势不为“输入型”金融风险所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表
示，金融业开放要注意找准切入点，把握好节
奏，有序稳步推进。这样一来，才能更好地发
挥为实体经济配置好资源、平衡好国际收支和
内外需求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董希淼建议，在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同
时，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
警，完善外汇管理制度，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
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内外兼修”融通全球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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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
的用以出口新加坡的深水海工重吊船。

图②：花旗银行在中国设立的驾车
速提自动柜员机。

图③：上海一处写字楼前外资金融
机构招牌林立。

图④：设立在美国的中国银行纽约
分行一角。

图⑤：“沪港通”在上海和香港两
地同时鸣锣。

（以上图片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