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认为

金融业将在对外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徐昭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 。 多位与会专家和业内人士预计，我国改革开放将提速，金融业将在对外开放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中国

的对外投资也将越来越多地和全球经济紧密融合。

对外开放不断推进

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料加速落地。 多位金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一直在开放中前行。 与此同时，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程度的来自全球机构的竞争。

以证券业为例，截至2018年1月27日，我国证券公司为131家，基本上为国内控股的法人主体，其中外资参股为13家。1家为外资控股，持股比例为51%。2017年12月7日，汇丰前海证券作为境内首家外资控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在深圳开业。近

年来，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步伐从未停顿，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动作频频：沪港通、深港通顺利开通，境内交易所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易所积极开展务实合作，A股成功纳入MSCI指数，我国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挂牌交易。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从中国加入WTO的经验看，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行业和领域，多数都发展较好、竞争力不断增强。 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充实中资银行的资本金，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服务理念、管

理经验以及成熟的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和公司治理机制。 金融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竞争机制带来压力和动力，客观上也有助于中资银行的进步和繁荣。 ”

开放保险业成为中国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前沿。 众安保险CEO陈劲对媒体表示，“我觉得这对整个保险行业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通过引进外资，提升了整个市场的竞争水平。 ”他表示，未来中国

在新的水平上更高层次地加大开放力度，会进一步提高保险行业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在消费升级过程中，为中国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产品。

“40年的经验说明，唯有不断地坚持开放、扩大开放，才能让经济发展有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40年发展的成果，证明了我们国策的正确性。尤其是金融业扩大开放与深入合作，对金融科技型公司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

百度高级副总裁朱光如是表示，现在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的国策，和过去比更大的进步就是，站在一个更多、更广泛的国家共识上。唯有共同去发展经济，唯有不断地开放，互惠互利，共同合作，共赢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脉络。开放理念正在

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更广泛的响应，开放举措正在不断地改善着世界经济。

“一带一路”机会属于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FMG集团副董事长Mark� BARNABA分析，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其实非常主动、成功。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毫无疑问将会继续在全球直接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投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认为，中国对外投资仍有很大需要，同时仍保持非常大的体量，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在对外投资方面更加理性。他表示，中国的投资应在开放与经济稳定中谋求长远发展。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非常重要的

内容，预示着中国对外投资已越来越多地和全球经济紧密融合，国家政策也随对外投资需求不断简化。

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看来，中国欢迎包括岛屿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各国把握中国开放的机遇，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交流合作，携手开创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时代。

陈晓东表示，海南省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面向广大岛屿经济体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沿。 中国外交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与岛屿经济体开展合作，为开创互利共赢的岛屿经济做出不懈努力。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在中国经济驱动模式和影响力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海南凭借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有望成为未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主要试点。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地理布局来看，海南的战略

支点地位日益凸显，不仅是辐射泛南海经济圈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极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枢纽，也是珠三角的支点、粤港澳大湾区的重镇。

创新提供先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洗礼中，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坚定不移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占得先机。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应该带头做好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的落实工作。肖亚庆认为，习近平主席给我们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画卷、新蓝图、新目标，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国

资委和国有企业要认真学习，进一步按照要求做好自己的工作。 “过去四十年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取得了很大进步，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未来改革开放的责任很大，任务很重，我们会努力把工作做好。 ”他说。

对于改革开放下一步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肖亚庆表示，我们是开放的改革，我们的战略性重组和结构调整也是开放的，欢迎各国企业以及有意愿的公司和我们合作，一起做好改革开放工作。

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看来，在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之时，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要利用创新把挑战变成机遇。 “我们的世界面临很多挑战，无论是贫困的挑战、环境的挑战、技术的挑战，迎接这些挑战，要通过创新，不能用老办法解决

问题。 ”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认为，这一轮的人工智能红利中，中国有望在全球领先。“在很多方面，中国可能跟美国同步进入无人区，并有望在全球领先。 我们做人工智能要‘顶天立地’ ，顶天是指全球领先，立地指的是要踏踏实实应用到具体场

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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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新格局将形成

□本报记者 程竹 实习记者 赵白执南

多位专家10日表示， 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在逐步提

升，一系列新举措的落地将推动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也将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而世界经济将分

享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未来中国对外开放要注重提升经

济规则话语权，也要注重风险防范。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我

国对外开放已步入新格局， 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深刻参

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氛围。 新

格局更多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扩大开放的质

量越来越高，为全球化创造新机遇，全世界正在分享“一

带一路”倡议的红利。

“未来是对外开放全面升级阶段， 应该以融入全球

化规则、 获得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方面的发言权等视角

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从出口制成品、进口知识产权的国家

转向出口知识产权、进口制成品的国家，争取在全球分工

体系中进一步提升我国的位置。 ” 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晓

明称。

“未来中国要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中国的

开放是自主开放，不会在别国挥舞‘大棒’的压力下被动

开放。 中国将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路线

图自主开放。 ” 白明强调。

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

白明认为， 接下来是强调落实阶段， 按照既定的步

骤，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通过改革积极创造条件

加入市场采购协议， 很多国家都可以分享到中国未来的

发展机会。 同时这个协议是互惠的， 我们进入国际市场

时，可以一视同仁。 ”

华创策略王君团队认为，应重点关注研发投入占比较

高、专利技术申请较多，或更进一步利好高端智能制造、核

心军品等“新蓝筹”企业。 同时，中国未来通过降低部分行

业品种进口关税，诸如汽车、创新药等方向，通过主动扩大

进口调节我国贸易顺差结构， 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也是

重点。

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

认为， 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要秉持防范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理念。此外，过去的开放更多侧重于东部向海

洋地区的开放， 未来可能会比较重视西部地区向大陆邻

国的开放，譬如新疆、云南、广西可能是未来开放的重点。

董祺：金融市场开放

利于推动金融服务下沉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CEO董祺10日在博

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专访时预计，未来几个月，中国可能在金融等

领域出台更多放开市场准入的政策。 金融市场

的进一步开放， 将有利于推动金融服务的进一

步下沉。

市场开放催生高质量竞争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

信号？

董祺：“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 的表述振

奋人心。 首先，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

推动金融服务的进一步下沉，让原来获得金融服

务不充分的普惠人群和小微企业，有机会得到更

高质量的服务。 其次，金融市场开放会催生更高

质量的竞争，这些竞争也会催生更优秀的金融科

技公司。 而与更多的国际公司的交流和交锋，会

显著提升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全球化扩

张的能力和经验。

金融科技是国家持续推进金融业创新改革

的成果。“改革再出发”信号的释放，为金融科技

的发展创新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 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

出海也是极大的利好因素。

通过“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让沿线国家

对中国企业有更深更好的了解，为中国金融科技

企业出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融科技行业前景广阔

中国证券报：新监管格局给金融科技企业带

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董祺：新的监管政策出台，其本质是为了

更好地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对投资者

而言是好事，以后可以更放心地投资，但也不

能就此放松对于风险的警惕。对互联网金融行

业的整顿深入，也给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带来更

多机遇：有实力、有创新能力的合规企业将有

更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前景，

仍然十分广阔。

从金融科技企业本身来说，核心是要通过智能

化的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实体经济更快地发展。 目

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范围主要集中

在身份识别、量化交易、投资顾问、风险管理等方

面。 比如，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可以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信用评估模型，关联知识图

谱可以描绘精准的用户画像，从而可以在信贷审批

过程中，对用户的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定，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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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星海：中国金融将改变世界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0日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改革开放40

年：中国与世界”上表示，“我们作为金融监

管部门，未来有很重要的责任。 我相信我们

一定能把习主席的期许贯彻好、落实好。 ”

方星海表示，“过去40年， 中国制造

改变了世界， 今后中国金融将改变世

界。 ” 他指出，现在全世界都需要更多投

资，包括美国也需要很多基建投资。 而目

前全世界最多的储蓄在中国，中国储蓄每

年还有大量新增。 “如果将这些储蓄通过

金融体系进行良好地配置，在金融开放的

前提下向全世界进行配置，我们将会改变

世界。 ”

专家认为

全球金融体系韧性有待提高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徐昭

多位专家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金融的

风险：‘黑天鹅’ 与‘灰犀牛’ ” 分论坛上表示，金融“去

杠杆” 、“防风险” ，与楼市去库存、工业去产能并列为中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从全球防范金融风险的经

验来看，需要在监管思路和体制上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大

监管力度。全球金融监管已经加强，但金融体系的韧性仍

需提高。

金融体系韧性需提高

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 巴克莱银行副董事长Gerry�

GRIMSTONE指出，“灰犀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明

斯基时刻有可能回归，市场的高波动时期将到来。 ”

在国际合作层面，日本央行前副行长岩田一政表示，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央行都进行了合作，安排货币掉

期。 但这一安排目前还没有完全覆盖足够多的国家，因此

下一步要建立以IMF为核心的货币掉期协议或机制。

在区域层面，岩田一政认为，“清迈倡议” 所设立的

多边化资金规模升至2400亿美元非常必要， 能够促进

“10+3”（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的安全网建设。 另外，为

应对风险， 亚洲可以效仿欧洲尝试建立一个共同体货币

基金，提高稳定性及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此外，金融科技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在场嘉宾所关注。

岩田一政表示， 目前的金融技术跟网络攻击相比还不够

强大。除此之外，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没有覆盖这些网

络公司、互联网公司。

阿斯塔纳金融中心主席、 哈萨克中央银行原行长

Kairat� KELIMBETOV认为，需要构建能够理解金融科

技发展的监管，设计相应框架、机制，这就要求不仅是监

管，同时也需要鼓励。

防风险需进一步加强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强调，在2008

年之后对持牌金融机构监管趋严，不过这也导致大规模

资金从表内流向表外，存在风险隐患。 过去长期是分业

监管，会有监管套利出现。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有望发挥更大作用，在新的架构里，监管规则制定会集

中在央行，监管机构则在执行层面发挥作用，实现标准

一致化。

Kairat� KELIMBETOV认为，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加强金融监管。 “我们也意识到监管

者需要发出更强的声音，并且抛弃‘大而不倒’ 的思路，

更加关注持续增长和多元化。 ”他表示，哈萨克斯坦已经

关注明斯基时刻这一问题，一些银行进行相关准备，政府

准备好银行救助方案。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认为，美国货

币扩张政策的结束，会产生不少溢出效应。为了预防及应

对风险，银行的内部管理显得极为重要，必须完善风险预

警机制、夯实风控文化。

专家认为

金融业将在对外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徐昭

4月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上宣布 “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

重大举措” 。 多位与会专家和业内人士预计，我国改革开

放将提速，金融业将在对外开放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将越来越多地和全球经济紧

密融合。

对外开放不断推进

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料加速落地。多位金融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一直在开放中前行。与此同时，随着金融业对

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程度的来自全球机构的竞争。

以证券业为例，截至2018年1月27日，我国证券公司为131家，基本上为国

内控股的法人主体，其中外资参股为13家。 1家为外资控股，持股比例为51%。

2017年12月7日， 汇丰前海证券作为境内首家外资控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在

深圳开业。 近年来，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步伐从未停顿，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动

作频频：沪港通、深港通顺利开通，境内交易所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易

所积极开展务实合作，A股成功纳入MSCI指数， 我国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

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从中国加入WTO的经验看， 凡是对外

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行业和领域，多数都发展较好、竞争

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充实中资银行的资本金，学习和引进先进的

服务理念、管理经验以及成熟的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现代管理理

念和公司治理机制。 金融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竞争机制带来压力和动力，

客观上也有助于中资银行的进步和繁荣。 ”

开放保险业成为中国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前沿。 众安保险CEO陈劲对

媒体表示，“我觉得这对整个保险行业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通过引进外资，提升了整个市场的竞争水平。 ” 他表

示，未来中国在新的水平上更高层次地加大开放力度，会进一步提高保险行业

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在消费升级过程中，为中国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

务产品。

“40年的经验说明，唯有不断地坚持开放、扩大开放，才能让经济发展有

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发展空间。 这是我们40年发展的成果，证明了我们国策

的正确性。尤其是金融业扩大开放与深入合作，对金融科技型公司具有很强的

指导意义。 ”百度高级副总裁朱光如是表示，现在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的

国策，和过去比更大的进步就是，站在一个更多、更广泛的国家共识上。唯有共

同去发展经济，唯有不断地开放，互惠互利，共同合作，共赢才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主脉络。开放理念正在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更广泛的响应，开放举措正在不

断地改善着世界经济。

“一带一路” 机会属于世界

“一带一路” 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FMG集团副董事

长Mark� BARNABA分析，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其实非常主动、成功。 中国

倡导的“一带一路” 毫无疑问将会继续在全球直接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中投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认为，中国对外投资仍有很大需要，同时仍

保持非常大的体量，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在对外投资方面更加理性。 他表示，

中国的投资应在开放与经济稳定中谋求长远发展。 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对外开

放非常重要的内容，预示着中国对外投资已越来越多地和全球经济紧密融合，

国家政策也随对外投资需求不断简化。

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看来， 中国欢迎包括岛屿经济体在内的世

界各国把握中国开放的机遇，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深化交流合作，携手开创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时代。

陈晓东表示，海南省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面向

广大岛屿经济体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沿。 中国外交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与

岛屿经济体开展合作，为开创互利共赢的岛屿经济做出不懈努力。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在中国经济驱动模式和影

响力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海南凭借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有望成为未来

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主要试点。 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地理布局来看，

海南的战略支点地位日益凸显， 不仅是辐射泛南海经济圈和中国东盟自贸区

建设的极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枢纽，也是珠三角的支点、粤港澳大湾区的

重镇。

创新提供先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洗礼中，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坚定

不移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便利化， 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新一轮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占得先机。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企应该

带头做好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的落实工作。肖亚庆认为，习近平主席给我们展示

了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画卷、新蓝图、新目标，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

心和信心，国资委和国有企业要认真学习，进一步按照要求做好自己的工作。

“过去四十年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取得了很大进步，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未

来改革开放的责任很大，任务很重，我们会努力把工作做好。 ” 他说。

对于改革开放下一步要采取的具体举措， 肖亚庆表示， 我们是开放的改

革，我们的战略性重组和结构调整也是开放的，欢迎各国企业以及有意愿的公

司和我们合作，一起做好改革开放工作。

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看来，在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之时，我们也面

临很多挑战，要利用创新把挑战变成机遇。 “我们的世界面临很多挑战，无论

是贫困的挑战、环境的挑战、技术的挑战，迎接这些挑战，要通过创新，不能用

老办法解决问题。 ”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认为，这一轮的人工智能红利中，中国有望在全球

领先。“在很多方面，中国可能跟美国同步进入无人区，并有望在全球领先。我

们做人工智能要‘顶天立地’ ，顶天是指全球领先，立地指的是要踏踏实实应

用到具体场景中去。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