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A 2

■責任編輯：朱韻詩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引外資振A股
人幣國際化邁步
QFII擴容700億美元 RQFII試點增獅城倫敦
中證監振A股4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內地下周一公布
第二季GDP數據前夕，中國證監會昨宣布4項撐A股措施，

1. QFII額度增加至1,500億美元。（為A股引入資金）

將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額度，大增近九成到1,500

2. RQFII試點將由香港擴大到新加坡、倫敦。（為A股

億美元；又將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由香

引入資金）

港擴大到新加坡、倫敦等地。分析認為，此舉不但為市場

3. 支持公司回購股份及發行優先股。（可減少股票流
通，刺激股價）

引入更多資金，提振目前低迷的A股市場；而且可令跨境資

4. 研推T+0交易。（加快股民應變效率，減少炒作，

本流動管道擴寬，增加境外人民幣的回流通道，有利人民

控制風險）

幣國際化。

此元，擴容幅度87.5%。中證監發言人
次將QFII總額度一次性增加700億美

稱，這是基於近期QFII的快速發展，將有
利於吸引更多境外長期投資機構進入，促
進資本市場改革發展。上一次提升QFII額
度是在去年的4月3日，當時中證監宣布將
QFII投資額度由300億美元增加500億美
元，至800億美元。而2012年4月5日，也
即QFII額度提升的第一個交易日，A股上
證指數上漲1.74%。

QFII十年收益率近1.2倍
QFII進入內地至今恰滿十年。數據顯
示，目前總計有229家境外投資者獲得
QFII資格，實際批覆QFII投資額度434.63
億美元，其中今年以來QFII淨匯入資金超
過600億元人民幣。近年來內地股市低
迷，不過整體看，QFII十年收益率接近
120%。近期QFII更「跑步入市」，今年6
月份QFII在滬深兩市新開29個賬戶，創下
單月新開帳戶數的新高記錄，截至6月
底，QFII的賬戶總數達到465個，而今年
上半年的新增賬戶數已經接近去年全年水
平。
與此同時，內地對資本流動管制也進一

步放鬆，被視為境外人民幣回流通道的
RQFII試點亦將拓展至倫敦和新加坡等
地。今年3月，RQFII試點擴大到香港地區
金融機構；近期簽署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
協定，允台資金融機構以RQFII方式投資
大陸資本市場。中證監新聞發言人說，對
台灣地區、新加坡、倫敦等地金融機構參
與RQFII試點，將參照香港相關法規實
施。中證監將進一步加快QFII、RQFII發
展，與相關部門加強協商，完善境外投資
者的資金匯出入管理、所得稅政策等相關
制度，吸引更多境外長期資金，促進資本
市場改革發展，以助內地經濟結構調整及
轉型升級。

人幣資本賬加快開放
對於內地增QFII額度和擴RQFII試點，
香港證券專業學會委員會成員溫天納認
為，這顯示內地確在採取一些措施來提升
市場的流動性。凱投宏觀駐倫敦經濟學家
王秦偉表示，這表明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推
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新加坡和倫敦兩市在
全球屬重要金融市場，是擴大RQFII機制
的必然之選。
彭博通訊引述投資銀行瑞銀稱，QFII額

專家評中證監救市措施
■凱基證券亞洲營運總裁鄺民彬：間接利好港股
有關舉措對內地股市有利，也有利於港股。不過，目
前市場正觀望下周一內地公布的第二季度經濟數據，若
數據差的話，股市有可能下挫，但也有可能壞消息當好
消息炒，將此解讀為中央會推出刺激經濟措施。
■中信證券策略分析師劉雁群：體現積極開放態度
原來的800億美元額度實際只用了434億美元，在原額
度還沒有全部用完之前，新增額度只是體現了政策層面
積極開放的態度，對市場的實際意義並不大。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雙重救市提振A股
近期管理層一改之前救市只改口號的方式，採用「行
動 + 態度」雙重救市提振A股市場，此次是中證監的積
極表態，而近期匯金增持、指標股頻頻大漲即是行動救
市的體現。
■平安證券首席分析師羅曉鳴：A股短期仍橫行
中證監的招式心理影響大過實際，關鍵要看QFII申請
使用的情況。目前A股的反彈行情已差不多，最高點位
為2,100點，之後A股在1,950至2,050點之間震盪一兩個
月，但下半年仍有可能上衝2,500點。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主席閻峰：擴RQFII試點助人幣
國際化
拓展RQFII試點，是配合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的發展
步伐，相信有助人民幣國際化，並增加全球人民幣業務
量，對離岸中心的人民幣業務有幫助。
■香港證券專業學會委員會成員溫天納：顯示政府取態
積極
這是一種姿態，顯示中國政府的確在採取一些措施來
提升市場的流動性；這是中國政府顯示他們正在採取措
施的關鍵時刻，很重要。
■瑞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經濟影響股市更大
此舉短期內對股市是利好，因為這意味 更多資金流
入；但影響可能是短期的，因為股市的表現依然取決於
經濟基本面和股票市場改革。
■記者 李昌鴻

度增加將通過更多資本流入提振股市，也
暗示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加快。瑞銀首席
中國經濟學家汪濤指，此舉意味 更多資
金流入，短期內對A股利好，但股市的表
現依然取決於經濟基本面和股票市場改
革。

研T+0交易無法律障礙
今年以來，受到內地經濟增長放
緩、以及早前內地銀行出現流動性
緊張的影響，A股年初至今已下跌
逾10%。投資者信心脆弱，任何
的風吹草動都會令市場出現大
幅震盪，昨天市傳中證監或公
布重啟IPO、以及A股T+0傳
聞獲否認，滬深A股告別反
彈，滬綜指報收於2,039
點，跌33點或1.62%；深
證成指報收於8,012點，
跌171點或2.1%。
中證監發言人昨日還表
態支持公司回購股份及發行優先股，
並罕見地表示推出A股T+0交易對市場發
展有積極意義，不存在法律障礙，但目前
尚無時間表。

A股不振 QFII RQFII熱變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內地於
2003年和2011年分別推出QFII和
RQFII，受內地經濟調控和股市下跌影
響，QFII的發展不盡人意，反而RQFII
的發展則較為迅速，特別是RQFII投資
的A股實物ETF（交易所買賣基金）在港
推出，市場逐步掀起A股ETF的熱潮。不
過，最近，由於內地股市回落，RQFII
則稍微沉寂下來。

QFII額度近半閒置
首批QFII早在2003年6月已獲國家外匯
管理局批准，截至今年6月26日已有207
家海外機構投資者獲批434.63億美元的
投資額度，包括投資銀行、證券公司、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退休基金、
國家主權基金和央行等。不過，目前中
國證監會給予QFII的額度達800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僅批出434.63億美元，
所佔額度約一半，而且就是所批出的
434.63億美元額度，亦不是全部已投入
內地市場。
昨日中國證監會將QFII額度由現時的
800億美元大幅增加約9成至1,500億美
元，其幅度不可謂不大，但目前800億美
元的額度尚未用完，料短期對內地股市
不會有太大的刺激。
至於RQFII，於2011年12月開始首先
在香港試點實施，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別
於2011年12月30日和2012年1月2日，先
後批出兩批合共21家內地基金公司和證
券公司在港設立的子公司擁有RQFII額
度，當時的額度合共達200億元（人民
幣 ， 下 同 ）。 目 前 ， 中 國 證 監 會 給 予

RQFII的額度已達2,700億元，截至今年6
月2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已批出30家機
構投資者合共1,049億元的RQFII額度，
目前已大部分投資內地市場。

實物A股ETF一度熱炒
RQFII基金初期在港推出時，由於內
地股市不景，加上基金主要投資內地債
券，其剛剛推出時市場反應亦不是很理
想。
RQFII基金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則應
歸功於其實物A股ETF的推出，不過，去
年7月17日華夏基金在港推出首隻RQFII
投資的A股ETF—華夏滬深300（3188）
，
市場反應亦是一般。直至10月下旬海外
資金開始明顯流入香港，炒中國經濟見
底復甦，RQFII投資的A股ETF逐步受到
市場的關注，機構投資者認購越來越踴
躍，四隻實物A股ETF的基金規模一再擴
大，仍不能滿足要求。不過，最近由於
內地股市回落令RQFII亦沉寂下來。

■滬指昨日現回吐，收市跌1.62%。 中新社

心
理
多
於
實
際
後
市
還
看
經
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在下周一內地公布第二季GDP數
據前夕，內地將QFII額度擴至1,500億美元及其他一些利好股市
的政策和表態，專家認為顯示政策層面力挺A股的態度，對穩
定股市會起到一定作用，但QFII擴容到有新錢進入，還有相當
長的時間，此舉更多是給予市場信心，難以對A股產生很強的
實質性推動力量，A股仍缺實實在在的賺錢效應，後市還看經
濟基本面有否改善。
中信證券策略分析師劉雁群向本報指出，擴大QFII額度是決
策層一直堅持的政策曲線，基於穩步加強資本項目項下開放
的考慮，適度使資本納入監管，眼下還有對沖資本外流之
意，同時也能給資本市場快速輸血，吸引長期資金入市，加
大國際上比較成熟的機構投資者的介入力度，希望起到穩定A
股市場的示範效應。

額度增不代表流入市場
但劉雁群認為，對於龐大的A股市場來講，總額度並不是很
大，象徵意義更多一些。此外，原來的800億美元額度實際只用
了434億美元，在原額度還沒有全部用完之前，新增額度只是體
現了政策層面積極開放的態度，對市場的實際意義並不大。
RQFII的情況一樣，現有2,700億元人民幣額度，但迄今只用
了1,049億元人民幣，因此即使試點增加，究竟會為A股帶來多
少新錢，亦是未知之數。
他指，從歷史看，QFII和RQFII擴容，通常會支持A股短期內
如一兩個交易日上漲，但並不會成為扭轉市場走勢的關鍵，
「投資額度的增加只是預期，資金是否真正投入股市又是另一
回事，眼下A股還是缺少實實在在的賺錢效應。」
劉雁群分析，影響市場走勢的因素很多，經濟面和政策面
都不容忽視。下周一即將發布的二季度GDP數據可能低於預
期，市場實際已提前消化此不利消息，但下半年實體經濟仍
難樂觀，企業業績也會比較難看。而在政策層面，監管部門
力挺市場，不過重啟IPO等重磅政
策可能在下半年推出，市場是否有
足夠信心承受還難以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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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提出3個建議方案，
被批評違反《基本法》
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有關《決定》。譚
惠珠強調，3個方案沒
有法律依據。 詳刊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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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輪中美戰略對
話閉幕，雙方宣布
將建立元首特別代
表熱線，兩國就能源合
作、氣候變化方面、促
進相互投資達成三項重
要共識，但外界普遍關
注的網絡安全磋商未有
新進展。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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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繼續在河北
省調研指導黨的群
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習近平對河北省官員表
示，要好好糾一糾「一
些規定變成稻草人」現
象。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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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局主
席伯南克周三「急
轉彎」，揚言在可
見未來續推行超寬鬆政
策，帶動股市在先前大
跌之後大升，反映市場
情緒繫於聯儲局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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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署完成今
年3月北角英皇道
酒樓升降機急墜意
外的調查報告。副署長
薛永 指，有關人等須
負上刑責，已將報告提
呈律政司考慮進一步檢
控行動。
詳刊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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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表態退
港
財 市首周，中原城市
島
經 領先指數(CCL)，
樓
價 年 按周跌1.79%，跌幅4年
周半 半 來 最 大 ， 最 新 報
跌 來 119.69點，為6周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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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區樓價3區下跌，港島
跌幅4年半來最大。
詳刊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