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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来华“门更大，路更宽”
——扩大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外

资机构在中国的经营空间与便利度

5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一则信息引发了
广泛关注。该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
局共批准 13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投资额
度共计 47.4 亿美元，超过 2018 年全年批准总额度；
共批准 12 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投资额度共计 240 亿元，超过 2018 年全年批准总额
度的一半。这意味着，外资进入中国的大门正越来
越大、道路越来越宽。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正在推动的一系列
改革举措，使得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越来越有吸引
力。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继被纳入多个全球
重要指数，也使外资对我国金融市场有较强的配置
需求。一季度，境外机构净买入我国股票 194 亿美
元，境外机构净买入我国债券 95亿美元，较去年同
期及第四季度均大幅增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
积极支持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满足境外投资者
对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扩大的投资需求，吸引全球长
期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

执行层面之外，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 12条新举
措，受到了更大关注。具体来看，这些措施主要包
括：同时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
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取消外国银行来华设立

外资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和外国银行来
华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取消境外金融
机构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的 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允
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在华外资保险公司；允许外国
保险集团公司投资设立保险类机构；同时放宽中资
和外资金融机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方面的准入
政策；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允许外
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等。

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12 条开
放新措施旨在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和经营
环境，激发外资参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活力。“比
如，取消相关的外资股比限制，外资可以自由选择
参股、合资或独资等方式在华经营，进一步促进中
资和外资实行公平竞争。再如，取消总资产等机构
准入的数量型准入要求，更多运用审慎性条件综合
评估申请人资质，可以吸引更多具备专业特色的优
质外资机构进入，有助于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主
体，改善金融服务供给。此外，扩大外资业务范围
等方面的措施将进一步扩大外资机构在华经营的空
间，提升其经营便利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此次
开放新政的提出是对前一阶段金融开放总体方向、
政策原则的落实和深化。“比如，同时取消外资银行
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体现了外资和中
资的一致性标准；再如，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
业务审批，允许外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
务，也是促进市场更充分竞争的体现。”曾刚说。

“鲶鱼效应”将会扩大
——“小而美”“小而精”的外资

进入，将促使中国金融体系更加均衡

新一轮金融开放政策落地，带来的影响无疑是
巨大的。据了解，当前中国银行业保险业已形成了
国有、民营和外资等多元股权结构。其中，民营资
本在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保险公司总股
本中，占比已分别达到 43%、56%、83%和 49%。外
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资产占比为 1.64%和
6.36%。

郭树清指出，金融管理部门坚持内外一致，对境
内外各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在同一规则下开展
合作与竞争，形成多赢格局。他表示，通过进一步扩
大开放，构建公平一致的市场环境，将更加有利于银
行保险机构充分竞争，优化股权结构，规范股东行
为，形成合理多样的市场体系。

以“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在华外资保险公
司”为例，放开前，外资保险公司境外股东应为保
险公司；放开后，允许符合条件的非保险金融机构
持股外资保险公司，可以丰富外资保险公司的股东
类型和资金来源。“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已经引进 6家
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取消相关业务年限以及总资产
的要求，将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后发优势显著的优质
外资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中国加深
与国际先进同行的交流合作。”肖远企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
看来，金融业推出新一轮对外开放举措，利于引入
有特色有优势的外资中小金融机构，改善国内金融
机构体系不够均衡的现状，促进内外资中小金融机
构开展包括股权、业务、产品等层面的更多合作，
也有助于金融更好服务民营小微企业。

“此前，中国引入的外资基本上是顶级特大规模
知名外资机构，规模限制的取消有利于引入外资中

规模相对较小，尤其是发展较好、‘小而美’、‘小而
精’的中小型外资进入中国。这些中小外资机构的
引入，一方面有利于金融业对外开放中主体层次的
丰富，改善中国金融体系不均衡的状态；另一方
面，有利于形成‘鲶鱼效应’，促进金融业充分竞
争，让实体经济中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得更多
支持。”董希淼对记者说。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系主任彭支伟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推出新一轮扩大金融开
放的措施，一个直接效果就是促进国内金融行业竞
争，提升金融市场在配置要素和资源方面的效率。

“如今，中国经济正在谋求更高质量发展，因此金融
业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此时，进一步扩大金融领
域对外开放，显然有利于促进改革，让中国金融行
业加速提升。”

快马加鞭“入场竞技”
——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动作，较好

地回应了外资的现实需求和关切

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提升至51%，实
现绝对控股；约旦阿拉伯银行和摩洛哥外贸银行成
功设立上海分行；安联 （中国） 保险获准筹建，成
为中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美国标普公司获准
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在中国境内
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申请已
经审查通过……随着上一轮金融开放的持续落地，
外资金融机构正越来越积极地布局中国市场。

如今，新一轮金融开放政策显然进一步增加了
中国对海外金融机构的吸引力。新加坡星展银行表
示，开放政策的落地使得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有更
加公平的竞技场，更多改革之后，星展银行也更加
愿意在中国投资，更加愿意拓展在中国的业务。摩
根士丹利预计，随着中国A股市场在MSCI新兴市场
指数中占比的提高，外资持有中国 A 股的比例在 10
年内将从2.6％上升至约10％，每年有望带来上千亿
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资本市场。

作为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外资财险公司，安
盛天平将由法国安盛 100%全资持有，是中国财险公
司前 20强里的首家外资全资公司。近年来，中国金
融业的不断开放特别是保险业的快速增长，让安盛
天平坚定了加大布局中国市场的信心。

安盛中国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卫泽韦表示，
保险监管机构正推动市场自由化发展，也为外商提
供了与国内企业相同的市场准入水平，积极的变化
随处可见。“我们始终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并且相
信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现在我们已经成
为国内行业领先的寿险及财险外资公司，在未来安
盛天平将继续致力于服务中国市场大众并进一步深
耕保险行业，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从而以

‘质’取胜。”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 9616 家，实际使用外资 2422.8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6.5%；3 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达
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大幅增
长，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经济体对华投资出
现较快增长。外资大量来华投资兴业从一个侧面也
表明，经济发展新形势要求中国提供更加多元、更
加开放、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扩大金融开放，显
然有利于这种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新一轮
金融对外开放举措，较好地回应了外资的现实需求
和关切。”彭支伟说。

今年以来，“对外开放”一直是金融业
的热词。

继去年 4 月份中国推出 15 条银行业保
险业开放措施之后，中国银保监会表示将
再推出 12 条新措施，进一步扩大银行业、
保险业的对外开放。

由上至少透露出三层意思：一是中国
金融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二
是中国监管层推动改革的意愿更为强烈；
三是外资流入的速度会比以往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对待金融业开
放，中国社会已经没有“狼来了”的恐
慌。人们基本达成一种共识：金融业开放
对中国是有利的，对外资合作伙伴也是有
利的。允许内资外资机构在华竞争，既可
以为企业和民众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也
可以促进行业竞争与合作，提高金融市场

的效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改革立
足于中国的国情，有着清晰的路线图，不
会盲目推进，也不会畏缩不前。

在全球经济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中国
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
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
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中国
经济的雄心不在于“一花独放”，而在于

“百花齐放”，用更大力度的金融业开放，

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
享发展机遇。

事实上，金融开放最新的 12 条举措，
只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一部分。今年以
来，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拿出了很多实实
在在的举措：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推广复
制自贸区试验经验、加快综合保税区转型
升级……这些，不仅进一步优化了中国的

营商环境，也向外资机构提供了舞台。比
如，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就形成了一份283项的成果清单，签署了
总额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

对外资来说，赚钱永远是第一位的。
前不久，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对中国
市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巴菲特及其
搭档芒格表示，未来 15 年内，伯克希尔-
撒哈韦会在中国市场进行更大规模的投

资。以巴菲特等为代表的国外投资者不
会忽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舞台。在这
个舞台上，外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发挥
自身专业优势帮助来华的外企与中国本
土企业加强业务合作，不断为中国开放
型经济添砖加瓦。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
放、更加繁荣，外资金融机构在帮助中
国赚钱的同时，也将从中国赚到属于自
己的丰厚酬劳。

因为，中国经济这个版图上，容下的
不仅是中国，还有整个世界。

降低投资门槛、放宽持股上限、取消业务审批——

新一轮金融开放，看点可不少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不久前，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近期
拟推出12条银行业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措施。连日来，各界对于中国金
融业对外开放的关注持续升温。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推出的新一轮扩大银行业
保险业对外开放举措，不仅回应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关切，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和
金融自身发展的需要。

这些开放举措，既有利于丰富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提高金融业经营
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也有利于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扩大产品与服
务创新，增加金融有效供给，体现了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帮中国赚钱，从中国赚钱
杨子岩

帮中国赚钱，从中国赚钱
杨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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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金融博
览会上，150余家中外金融机构集聚一
堂，展示金融风险防控、智慧金融服
务、普惠金融创新等最新成果。

春 光摄 （人民视觉）
图②：渣打银行在华开设的营业

厅。
网络图片

图③：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
中国也积极发起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图为位于
北京金融街的亚投行总部大楼。

新华社记者 吴凯翔摄
图④：金融开放将直接服务于中

国与海外的经贸往来。图为今年 5月 7
日，重庆铁路口岸中铁联集重庆中心
站内一派忙碌景象。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