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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RQFII 取消額度吸外資
合資格境外機構可自主匯入資金買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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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匯管理局昨日宣佈，取消合格
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



度限制，RQFII 試點國家和地區限制
也一併取消，下一步將立即着手修訂












 
 

相關法規。今後，具備相應資格的境
外機構投資者，只需進行登記即可自






資。











 

業界評取消 QFII/RQFII 額度
■渣打大中華區和北亞首席經濟學家丁爽：更多具象徵意義，不會直接導致大量資本流入，外資
從來都沒有用完這些額度，且目前有不同渠道投資人民幣資產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未來中國短期資本流動的波動性與順周期性可能顯著增強，對匯
率與內地金融市場穩定性都有可能造成較大的潛在衝擊
■霸菱資產管理亞洲多資產策略主管 Khiem Do：對中國在岸股市和固定收益市場的潛在流入是
好消息，但最終外資受否投資仍然取決於當前和未來的經濟基本面預期
■外管局稱，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資者投資
額度限制，是深化金融市場改革開放，服務全面
開放新格局的重大改革，也是進一步滿足境外投
資者對境內金融市場投資需求而主動推出的改革
舉措。
資料圖片

業內表示，此次改革體現推進金
融市場和資本賬戶開放的政策

方向，便利外資投資內地金融市
場。不過當前外資進入內地資本市
場增量仍主要是指數基金的被動流
入，要吸引更多長期資本有待更多
開放和便利措施。而且，持續開放
意味着匯率和金融市場將面臨更多
考驗。

單家境外機構額度審批取消
此次外管局不僅取消了 QFII 和
RQFII 投資總額度，單家境外機構
投資者額度備案和審批也將取
消。外管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表
示，下一步，國家外匯管理局將
立即着手修訂《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理規
定》等相關法規，明確不再對單
家合格境外投資者的投資額度進
行備案和審批。屆時，境外投資
者在獲得證券監督管理部門批准

■華鑫證券分析師嚴凱文：釋放放寬監管信號，要打破中間的壁壘，讓更多的水流進來，讓 A
股向全球投資者開放，短期會帶來情緒上的提振，有助A股行情上漲
■彭博經濟學家曲天石：短期不會帶來很大的資金流入，長期看是利好因素，表明監管方繼續
開放資本市場的態度
■匯豐資本巿場亞太區聯席主管陳紹宗：是中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進程，將持續吸
引環球投資者進入

的相關資格後，應委託境內託管
銀行按規定辦理相關登記，憑國
家外匯管理局出具的業務登記憑
證在託管銀行開立專用資金賬戶
及辦理後續資金匯兌等業務。

推進金融市場資本賬戶開放
此外，RQFII 試點的國家和地區
限制一併取消。王春英稱，歡迎符
合條件的全球各地境外機構使用境
外人民幣開展境內證券投資。近年
A 股國際化進程加速。王春英表
示，明晟（MSCI）、富時羅素、標
普道瓊斯以及彭博巴克萊等國際主
流指數相繼將內地股票和債券納入
其指數體系，並穩步提高納入權
重，境外投資者投資需求相應增
加。由此，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
投資者投資額度限制，是深化金融
市場改革開放，服務全面開放新格
局的重大改革，也是進一步滿足境
外投資者對境內金融市場投資需求

而主動推出的改革舉措。
目前外資主要通過兩個渠道直接
投資 A 股市場，一是先後於 2002 年
和 2011 年啟動的 QFII 和 RQFII 制
度，二是於2014年和2016年開通的
滬港通和深港通渠道，但滬港通和
深港通已經取代 QFII 成為外資直接
投資 A 股的主要渠道。2019 年一季
度外資持有 A 股市值人民幣 1.68 萬
億元中，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持股
1.03 萬億元，約佔外資持股總規模
的61.31%。

投資A股 滬深港通更吃香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員楊其予指
出，滬港通和深港通的投資門檻較
低、匯出無限制、結算更靈活，受
到境外投資者青睞，自 2014 年後相
繼落地後，對 QFII/RQFII 形成明
顯分流，不少外資機構將 QFII 產品
換倉為滬港通、深港通產品。
自 QFII 制度推出後，國家外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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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五次上調 QFII 額度，最近一次上
調是 2019 年 1 月 14 日，將 QFII 的
總額度由 1,500 億美元增加至 3,000
億美元，但外資實際投資僅佔用了
總額度的三分之一左右。截至 2019
年 8 月末，共計 292 家 QFII 機構獲
批投資額度 1,113.76 億美元，222 家
RQFII 機構獲批 6,933.02 億元人民
幣投資額度。

匯出比例限制 去年已取消
去年外管局取消了 QFII 匯出比例
限制、取消資本金鎖定期要求，允
許合格境外投資者就其所持有的證
券資產在境內開展外匯套期保值
等。今年初中證監修訂 QFII/RQFII 相關規則，提出 QFII 和 RQFII
兩項制度合二為一，並放寬准入條
件，取消數量型指標要求；擴大投
資範圍，允許參與證券交易所融資
融券交易，不過相關規則尚未正式
出台。

本人唐麗斯月前向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申請將先人唐悅輝的骨灰加放於
柴灣墳場二灰5樓1408號，並成為新的持證人。現尋該龕位之原申請人林福全，
其最後地址為紅磡華豐街6號。如有反對上述申請或得知其下落者，請於2019年
10月11日前致電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3719 7811）聯絡蔡小姐。如委員
會於該日期前尚未收到任何消息，則作無人反對論，並考慮接受本人之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地繼續開放金
融市場的步伐，外管局決定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QFII)，以及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的投資額度限制。投資界普遍歡迎此決定，並相信
QFII 與 RQFII 在匯出資金時不會完全放寬，這令
港交所(0388)的「互聯互通」機制，可以繼續互相
補足。
銳升證券聯合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鄧聲興表示，
內地持續開放市場已是投資界的共識，並且有所準
備。他認為，QFII 與 RQFII 的用途跟功能與滬深
股通並不全相同，兩者可形成互補。「互聯互通主
要讓全球股民簡便地買賣 A 股，較傾向零售層面，
QFII 與 RQFII 的用途就更廣泛，包括大手買賣內
地債券、基金、股票等，尤其是如果涉及內地公司
批量配股、創投基金等大額投資，QFII 與 RQFII
更是主要的選擇。」
他又指，目前透過 QFII 與 RQFII 渠道將資金匯
入內地的限制取消，但相信匯出時會有一定的審
批，「如果真的是有很大額的資金匯出，在中美貿
易戰的大環境下，或許未必會很順利，相反，透過
互聯互通買賣 A 股，則不用擔心資金匯出的問
題。」

與互聯互通可續互補
QFII

主匯入資金開展符合規定的證券投

港證券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吸引力或漸超互聯互通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亦認為，由於
QFII 與 RQFII 的額度已被取消，理論上可容許巨
額資金流進內地，目的是為了方便 A 股「入摩」及
富時指數後，外資大舉湧入 A 股。但短期內，由於
貿易戰的影響，相信資金要匯出內地要經一定審查
與備案，對很多外資基金來說，未必喜歡此安排。
不過，他又說，隨着內地金融業愈來愈開放，
QFII 與 RQFII 對基金大戶的吸引力，會慢慢超越
互聯互通，甚至長遠而言，有一天內地完全對外開
放資本賬，屆時不論滬深股通，抑或 QFII 與 RQFII措拖，也可能會成為歷史。

憂慮通縮 滬指回調守3000關

■滬深三大指數昨均以
小跌收市。
小跌收市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穩步攀升數日
後，A 股昨日重新開啟回調模式，滬深三大指數均以小跌收
市，滬綜指微挫 0.12%，守住 3,000 點關口，但日線止步六連
陽。
昨天公佈的 8 月份 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環比漲幅略擴
大，同比漲幅與上月同，但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
0.8%，跌幅三年最大，市場擔心通縮出現。滬深三大指數小
幅高開，之後即震盪尋底，滬指低見 3,005 點。午後，醫藥、
券商板塊拉升漸漸帶動兩市回暖。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21
點，跌 3 點或 0.12%；深成指報 9,964 點，跌 37 點或 0.37%；
創業板指報 1,725 點，跌 7 點或 0.46%。兩市共成交 6,963 億元
（人民幣，下同），互聯互通北向資金淨流入30.23億元。

工業大麻板塊飆 4%
工業大麻板塊重新活躍，大漲 4%，龍津藥業等多隻股份漲
停；人造肉板塊漲 2%；中藥、農牧飼漁等板塊升幅緊隨其
後。豬肉概念甫開市即升逾 2%，後漲幅收窄至逾 1%。科技板
塊表現不佳，5G 概念、國產芯片、無線充電、小米概念、北
斗導航、工業互聯、華為概念等均跌幅居前。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分析，隨着各級政府採取多種措施
保障豬肉生產與供應，其他可替代肉類供應增加，未來通脹水
平總體可控，貨幣政策仍有較大操作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