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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研放寬個人境外投資
允投資股票買保險 每年最多5萬美元

內地正研究增加個人

資本項目開放。國家

外匯管理局資本項

目管理司司長葉海

生透露，正研究有

序放寬個人資本項

下業務限制，論證

允許境內個人在年

度5萬美元便利化額度

內開展境外證券、保險等

投資的可行性；選擇部分實力

較強的證券公司開展跨境業務試點；以

及推進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資試點，提高

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總額度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昨日港股
相當波動。由於隔晚美股受壓，加上人行再
收水，觸發昨日港股與內地股市早段時間下
挫，但兩地股市走勢均呈現先低後高的格
局。其中，恒指昨低開111點後，跌幅持續

擴大，最多曾跌495點，低見30,099
點。不過午後恒指表現持續改善，更轉
跌為升，最多曾升124點，高見30,720
點，較低位回升620點，其後升幅略收
窄。恒指昨最終收報30,644點，升49
點或0.16%。大市成交2,532億元。
國企指數昨收報12,106點，升65點
或 0.54%；恒生科技指數收報10,560
點，跌30點或0.29%。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本周
恒指曾逼近31,200點，但其後恒指出現
穿頭破腳的利淡形態，加上人行再收水
這項利淡因素，昨日恒指相當波動。因
此，他預料短期內恒指難以大升，恒指

後市或會下試30,000點。

中資電訊股受捧 三桶油回吐
個股方面，昨日3大中資電訊股表現亮

麗。其中，中電信（0728）昨收報2.58元，大

升9.79%；中聯通（0762）收報5.08元，升
6.95%，是昨日表現最好的藍籌股；中移動
（0941）收報53.75元，升6.44%，創逾3個月
新高，是昨日表現第二好的藍籌股。
另外，昨日「三桶油」股價表現疲軟。其

中，中石化（0386）昨收報4.23元，跌0.11元
或2.53%，是昨日表現最差的藍籌股；中海
油（0883）昨收報 9.91 元，跌 0.21 元或
2.08%，是昨日表現第二差的藍籌股；中石
油（0857）昨收報 2.67 元，跌 0.03 元或
1.11%。

傳小米造車 股價曾飆逾12%
至於科技股表現則個別發展。其中，市傳

小米（1810）加入汽車製造行業，刺激股價
一度升逾12%，收報30.65元，升6.42%，
是昨日表現最好的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騰
訊（0700）收報 741元，跌 0.87%；美團
（3690）收報423.6元，跌1.03%；阿里巴
巴（9988）收報257元，跌1.31%。

港股插495點後倒升 後市料續整固

葉海生近日接受《中國外匯》雜誌訪問時，提到多
項促進個人境外投資的改革措施，除了研究個人5

萬美元便利化額度內開展境外證券、保險等投資外，他
指出，今年還要修訂境內個人參與境外上市公司股權激
勵計劃的管理規定，取消年度購付匯額度限制，優化管
理流程；配合人民銀行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理財通」試
點。

今年將續提高境外放款額度
葉海生還表示，今年將推出多項便利跨境投融資措
施，推進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資試點有序推進合格
境外有限合夥人（QFLP）、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
（QDLP）試點，規範基金募集、匯兌及投資管理，簡
化外匯登記操作。與此同時，在今年初企業境外放款宏
觀審慎系數剛剛從原來的0.3調升至0.5的基礎上，今年
將繼續提高境外放款額度，滿足實體企業境外投資經營
融資需求。

放寬購結匯等鼓勵對外投資
與此同時，外匯局將開展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

池試點，制定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方案，
在提高准入門檻的同時，放寬資金跨境、購結匯、使用
限制等。為鼓勵境內資金對外投資，葉海生表示，將適
時提高QDII總額度，根據外匯收支形勢靈活把握額度發
放的節奏和規模，滿足境內市場主體跨境資產配置需
求。

選實力強券商試點跨境業務
另外，他還提出，選擇部分實力較強的證券公司開展

跨境業務試點，制定試點規則，合理確定跨境額度、業
務種類、資金管理等，支持證券公司做大做強。
在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方面，葉海生稱，今年以證券市

場開放為重點，一方面穩慎推進境內金融市場的開放，
統一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政策，
穩妥推進境內金融衍生品市場對外開放，研究適當放寬
境外機構投資者只能基於套期保值原則開展境內金融期
貨交易的限制。

穩步推進股債發行市場開放
另一方面，穩步推進股票、債券發行市場的開放。

葉海生表示，將完善境外機構境內發行債券（熊貓
債）資金及匯兌管理政策；規範紅籌股企業境內上市
管理，放寬其募集資金購匯匯出限制，明確境外股東
減持購付匯管理規則；繼續做好「滬倫通」項下存託
憑證（CDR/GDR）雙向發行及跨境轉換相關外匯管
理工作。
在加快資本項目開放的同時，葉海生還強調，把安全

發展貫穿資本項目管理的全過程，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
測，加強對股票、債券市場外資流出入的監測分析，加
強對銀行對外債權債務的監測，尤其是房地產企業、城
投企業外債變動的分析，密切關注直接投資項下跨境資
金流動監測。

在人民幣匯率升值背景
下，外界預期人民幣國際化
速度將加快，內地金融監管
部門也釋放出資本項目擴大
開放的政策信號。國家外匯
管理局資本項目管理司司長

葉海生表示，今年研究有序放寬個人資本項下
業務限制，個人資本項下開放列入政策議程。

人幣升值 加快國際化步伐
目前境內個人每年有5萬美元便利化換匯額

度，居民個人可按需申請購匯，但在購匯申請
書中明確強調「不得用於境外買房、證券投
資、購買人壽保險和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
未開放的資本項目。」境內居民要進行境外證
券投資，只能通過境內金融機構發行的QDII產
品或滬深港通渠道。

此次外管局稱研究論證允許境內個人在年度5
萬美元便利化額度內開展境外證券、保險等投
資的可行性，這首先要求個人資本項目進一步

開放。

境外投資將獲更大政策紅利
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單邊快速升

值，由於中國成功地控制住疫情，中外經濟增
長差距及中外利差迅速拉大，短期國際資本大
量流入中國，再加上中國金融市場加快向外國
機構投資者開放的步伐，吸引較大規模的證券
投資流入。在此背景下，今年資本項目改革在
資本流出方向採取更加寬鬆的政策，企業境外
放款、個人跨境投資、QDII等有望在當前人民
幣升值這一時間窗口獲得更大政策紅利。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此前表
示，中國央行開始採取更加中性的外匯與資本
管制政策，例如取消金融機構遠期售匯準備
金、淡出了逆周期因子的使用、擴大了QDII規
模、上調境內企業境外放款的宏觀審慎調節系
數（由0.3上調至0.5）、下調跨境融資宏觀審
慎調節參數（由1.25下調至1）等。

■記者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牛年第二個交易日，A股走勢有如首日格
局，仍是機構抱團股萎靡，其餘多數個股持
續雀躍。滬綜指、深成指最終小漲0.57%、
0.35%，創指未能止跌低收1.04%。外資則持
續加碼，北向資金淨流入近百億元（人民
幣，下同）。有機構分析，當前順周期依舊
是市場主線，北上資金所青睞的大多為農
業、化工、煤炭等周期低位品種。

滬深指數造好 創指未止跌
當日央行在公開市場上進行了200億元7

天期逆回購，因有1,000億元逆回購到期，
實現淨回籠800億元。業內人士料春節後一

段時間公開市場上將維持縮量對沖格局。早
盤三大指數低開後向下，創指最多跌近
4%，擊穿3,200點整數關口，午前觸底反
彈，滬綜指、深成指先後翻紅。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3,696點，漲20點或0.57%；深成
指報15,823點，漲55點或0.35%；創業板指
報3,285點，跌34點或1.04%。兩市共成交
10,425億元，北向資金淨流入95.53億元。
農業農村部發文支持從事新基因、新性

狀、新技術、新產品等創新性強的農業轉基
因生物研發活動，並鼓勵已獲生產應用安全
證書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向優良品種轉育，農
牧飼漁板塊反響熱烈，神農科技暴漲15%，
雪榕生物漲13%，新賽股份、天康生物等漲

10%。工藝商品、多元金融、文化傳媒、煤
炭、有色升幅居前；民航機場、銀行漲幅墊
底。貴州茅台跌 0.45%，寧德時代挫
2.39%，美的集團跌0.32%。

個股普漲 小市值股漸修復
源達分析，兩市個股延續普漲，小市值股
票開始修復，目前來看，經濟復甦背景下順
周期持續發酵，市場格局及北上資金所青睞
的大多為農業、化工、煤炭等周期低位品
種，屬於景氣度不斷提升的行業，順周期依
舊是市場主線，但是普漲過後市場逐步開始
分化，持續性不強，建議投資者短線謹慎操
作。

A股走勢分化 外資追捧周期股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財經網站
BT 財經引述消息人士稱，騰訊
(0700)有份投資的內地生鮮電商即時
配送平台「一哥」每日優鮮，已啟
動IPO計劃一段時間，並就上市前
的融資與多間金融機構接洽，目前
高盛為主導投行。消息未有透露上
市地點及時間表。
報道指，每日優鮮2014年成立，
成立半年多就獲得騰訊的青睞，整
整參與了5輪投資；截至2018年9
月，平均約每 7個月拿到一輪融
資，其中不乏高盛、中金、工銀國
際、阿布扎比資本集團等參與；
2020年7月，每日優鮮獲得了「生
鮮到家行業目前的最大規模融
資」，並在去年12月獲得來自青島
國資的投資。
成立至今，每日優先從一級市場

拿到的資金不低於21億美元，較拼

多多上市前融資額的20億美元還要
多。每日優鮮CFO王珺去年7月在
接受《零售老闆內參》採訪時表
示，每日優鮮已於2019年年底實現
全面盈利。

環聯連訊首掛一手賺600元
新股表現續佳。環聯連訊（1473）昨

日掛牌，開報0.67元，較招股價0.56
元，升0.11元或19.64%。該股其後曾
高見0.87元，但之後升幅持續收窄，
低見0.66元，臨近收市升幅略為擴
大，最終收報0.71元，升26.79%，一
手4,000股賬面賺600元。

賽生藥業孖展已超購211倍
另外，賽生藥業（6600）昨日首

日公開招股。綜合多家券商顯示，
賽生藥業暫錄得約464億元孖展認
購，超額認購約211倍。

內地研究資本開放撮要
● 研究有序放寬個人資本項下業務限制，

研究論證允許境內個人在年度5萬美元
便利化額度內開展境外證券、保險等投
資的可行性

● 修訂境內個人參與境外上市公司股權激
勵計劃的管理規定，取消年度購付匯額
度限制，優化管理流程

●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理財通」試點
● 選擇部分實力較強的證券公司開展跨境

業務試點，發揮證券公司對外匯市場的
積極作用

● 規範紅籌股企業境內上市管理，放寬其
募集資金購匯匯出限制

● 進一步完善各類QDII機構額度發放規
則；適時提高QDII總額度

●完善企業境外放款管理
● 研究開展區域產權交易所代理跨境股權

交易管理試點
●開展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

騰訊有份投資
每日優鮮傳啟動IPO計劃

外資湧入 內地更有條件洩洪
��

●● 葉海生強調葉海生強調，，在加快資本項目在加快資本項目
開放的同時開放的同時，，把安全發展貫穿資把安全發展貫穿資
本項目管理的全過程本項目管理的全過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股昨拗腰反彈，成交2,532億元。 中新社

●●每日優鮮傳已啟動上市計劃每日優鮮傳已啟動上市計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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