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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市场吸引力

□

本报记者 任晓

人民币国际化正稳步推进， 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间里， 将同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发

展一道，逐步增强资本市场的对外吸引力、

包容度。 跨境资本流动将更方便和频繁，也

对资本市场承受力提出了新的考验。

制度搭台

近几年，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很大进

展，各项制度安排有“水到渠成”之势。

一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望年

内实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说，中

国4年前就提出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

目可兑换，2015年是 “十二五” 最后一

年，将通过各方面改革努力推进这一目标

的实现。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司长王允贵

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直接投资项

下外汇管理行政许可已基本取消。 现在

85%的资本项目都实现了可兑换， 可以

说，在实现可兑换路程上只剩下“最后一

公里” 。

目前， 境外资金主要通过QFII、

RQFII及沪港通渠道流入A股。 今年，在

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速背景下，相关制度将

继续完善以便利境外资金流入。 这包括

QFII、RQFII额度不断放宽并有可能取

消，以及沪港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深港通

的开启。

3月，QFII额度上限被突破。 此前外

汇局规定， 单家QFII申请投资额度每次

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 累计不得高

于等值10亿美元。 2012年12月，外汇局放

松对QFII额度限制，规定主权基金、央行

及货币当局等机构投资额度上限可超过

等值10亿美元。 3月26日，外汇局数据显

示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于3月26日

获12亿美元的QFII投资额度。

外汇局日前发布通知，对外商投资企

业外汇资本金实行意愿结汇管理。通知自

6月1日起实施。 这意味着外企将全面告

别“支付结汇制” ，可自由选择资本金结

汇时机。这也意味着直接投资项下可兑换

程度进一步扩大。

二是人民币加入SDR渐行渐近。

SDR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国际储

备资产，同时作为一种名义货币单位用来

计量IMF成员国所获分配的份额。 目前

SDR货币篮子中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

元四种货币。5月，IMF董事会将就中国有

关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诉求进行

初步讨论； 秋季，IMF董事会将对SDR货

币篮子构成进行五年一次的评估； 预计

11月，IMF董事会将就人民币是否纳入

作出决定。

三是A股积极备战纳入MSCI指数。

吸引境外中长资金投资A股，有利于优化

A股投资者结构， 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

展，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贯政

策。 推动A股纳入国际著名指数，将有效

扩大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影响，推动境外长

期机构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A股成功加入国

际指数，跟踪全球指数和地区性指数的资

产管理者和ETF基金将大量配置A股。有

机构发布报告称， 若A股被纳入MSCI指

数， 理论上对A股的配置资金将超过2万

亿美元。

资金唱戏

从汇率走势看，业内人士认为，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币值坚

挺。 去年以来，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

间价略微走软，但实际有效汇率仍保持升

值态势。 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攀

上130.37的历史新高。

人民币币值坚挺增大境内人民币资

产吸引力。 今年以来，A股市场持续走牛

吸引境外资金青睐。 摩根士丹利、高盛等

国际投行在近期纷纷发声唱多A股。境外

资金借助大宗交易平台、 沪港通等渠道

吸纳A股股票。 有市场人士预计，沪股通

额度未来有可能扩大， 深港通设计将较

最初的沪股通制度安排更为开放。 人民

币国际化能促进资本跨境流通， 提高资

本市场资金运作效率， 有助于提高市场

活跃度。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资金跨境流

动更便利，制度打通使资本不仅能便利地

“走进来” ，也能便利地“走出去” 。 境内

资本布局香港成为近期资本市场热点。资

金南下， 投资者多了一种投资和获利渠

道。未来，随着全球资本市场变化，资金跨

境波动幅度也将加大。

港股再接再厉 蓝筹继续飙升

港股市场13日继续上涨，恒生指数收于28000点之上，创逾七年来新高。

蓝筹股呈现强势，内资银行、交通运输板块表现突出。 恒指已连续八个交易日

上涨，分析师认为资金持续流入趋势不改，为市场继续上涨提供支撑。

改革预期强化 B股涨势如虹

B股市场13日继续大涨。 B股改革的重要窗口是否已经到来？

事实上，B股改革预期一直存在，这波B股行情的出现强化了这种预期。 具

体而言，B转A、B转H、回购等是可选择的路径。

A02�财经要闻

深交所：探索建立

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

日前， 深交所召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工作会议。 深交所将认

真贯彻落实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

作会议部署和证监会3月31日上

市公司监管交流沟通会议精神，

着力推进监管转型， 以信息披露

为中心， 探索建立事中事后监管

的新机制， 不断提高监管法治化

水平。

4000点：

只是牛市途中风景

A09

持仓限额放开

期指牛速再提挡

A11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有望提速

住建部网站4月13日消息，

为进一步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 住建部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

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

培训班。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指出，

建设综合管廊， 要建立一个新体

制，要实行企业化运营，政府给予

补贴。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

范5月末出台。

A08�公司新闻

互联网证券

挺进2.0时代

业内人士认为， 股市火爆、

“互联网+” 时代到来、监管层支

持， 多重因素奠定了证券公司大

力发展互联网业务的基础。 券商

应将眼光放长远，把握牛市机遇，

积极推进业务转型。

A05�机构天下

分级基金

套利模式生变

溢价时通过申购母基金，分

拆成A、B份额抛售套利； 或者折

价时买入A、B份额， 合并成母基

金赎回， 这是分级基金传统的套

利模式。 但13日H股分级和添富

恒生两只挂钩港股指数的分级基

金上市交易后， 套利方式悄然发

生变化。

A06�基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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