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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放寬單家QFII投資額度

財經速遞

金沙下月起加薪最多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過去一年澳門
博彩收入跌足12個月，濠賭股業績普遍不佳，但
金沙中國4日仍宣佈，公司合資格員工3月1日加
薪，月薪12,000澳門元或以下的員工，每月將獲
加薪4%-6%。月薪12,000澳門元以上的員工，將
平均加薪2%。
金沙中國又宣佈，於今日向合資格全職員工發

放不少於1個月的績效獎金，另會於7月向經理級
及以下員工發放相等於一個月薪酬的特別獎金。

北京控股購德國能源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消息， 德國能源集團
EEW母公司殷拓集團（EQT）5日表示，中國大
公用事業上市企業北京控股將以14.4億歐元收購
EEW，為陸資企業在德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直接
投資案之一。
瑞典私募基金集團殷拓集團（EQT）在聲明中
表示，已與北京控股簽訂原則性協議，仍有待相
關當局核准。殷拓集團2013年收購德國廢物能源
利用公司EEW的51%股分。

李嘉誠買Bitcoin支付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4日有傳長和主
席李嘉誠私人持有的維港投資再度看中Bitcoin支
付系統的公司，繼2014年投資Bitpay後，投資由
Bitcoin 工程師創立的 Blockstream。由維港、
AXA Strategic Ventures、DigitalGarage等牽頭，
透過A輪融資5,500萬美元。
據了解，Blockstream正研究支付系統，主要開

發項目「側鏈（Sidechain）」技術，而Bitcoin則
是目前所用貨幣主體。系統可防止流失性短缺、
市場波動、安全漏洞及欺詐行為等

外管局表示， 新規定放寬單家QFII機構投資額度
上限，不再對單家機構設置統一的投資額度上

限，而是根據機構資產規模或管理的資產規模的一定
比例作為其獲取投資額度（基礎額度）的依據。同時
簡化額度審批管理，對QFII機構基礎額度內的額度申
請採取備案管理；超過基礎額度的才需外匯局審批。
業內人士分析，此次發佈的QFII管理規定，首次給
出明確的額度計算公式，大大增加了QFII資金流入的
透明度。
並首次引入基礎額度和新增額度概念，意味着QFII

機構可以在明確計算公式基礎上新增投資。
此外，基礎額度的計算公式，還首次將QFII額度申
請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掛鉤，
QFII基礎額度需扣除已獲取的RQFII額度。

取消主權基金境外央行額度限制
此外，新規定取消了主權基金、境外央行等機構的
額度限制，境外主權基金、央行及貨幣當局等機構的
投資額度不受資產規模比例限制，可根據其投資境內
證券市場的需要獲取相應的投資額度。
在資金匯出入方面，國家外匯管理局表示，進一步
便利資金匯出入，對QFII投資本金不再設置匯入期限
要求。此前，有關要求是合格投資者應在每次投資額
度獲批之日起6個月內匯入投資本金，未經批准逾期不

得匯入。
新規定還允許QFII開放式基金按日申購、贖回，並
將鎖定期從一年縮短為三個月。
業內人士指出，此前有關規定要求，養老基金、保

險基金、共同基金、慈善基金、捐贈基金、政府和貨
幣管理當局等類型的合格投資者，以及合格投資者發
起設立的開放式中國基金的投資本金鎖定期為3個月；
其他合格投資者的投資本金鎖定期為1年。

本金鎖定期由一年縮短至三個月
目前鎖定期統一縮短為三個月，但新增了鎖定期計
算時點的要求。管理規定提出，本金鎖定期自合格投
資者累計匯入投資本金達到等值2,000萬美元之日起計
算。
此外，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繼續保留資金分批、分

期匯出要求，QFII每月匯出資金總規模不得超過境內
資產的20%。
路透社引述上海券商分析師指出，增加QFII投資本

金進出的便利性主要是為未來MSCI將A股納入新興市
場指數做準備，因為這是最重要的技術條件之一，按
日申贖則可以為基金提供更多的流動性。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1月 27

日，累計審批QFII額度為807.95億美元，較去年12月
末減少2.73億美元，獲批機構總數不變，為279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4日公佈，放寬單家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QFII）機構投資額度上限，對QFII投資本金亦不再設置匯入期限要求，並將本金鎖定期從一年縮

短為三個月，但仍保留資金分批、分期匯出要求，QFII 每月匯出資金總規模不得超過境內資產的

20%。業內人士指出，外管局大舉放寬QFII准入額度、簡化准入流程、縮短鎖定期，是順應人民幣資

本項目可兌換和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改革措施，有利於吸引外資流入，也可能為A股入MSCI指數做

準備。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4日發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理規定》。 資料圖片

中國國際收支一順一逆 今年料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2015年中國國

際收支從長期以來的基本「雙順差」轉為經常賬戶順
差、資本和金融賬戶（不含儲備資產）逆差。
國家外匯管理局表示，2016年這一格局將延續，同時
強調國際收支狀況將基本平穩，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總體
可控。
外管局4日公佈國際收支平衡表初步數據顯示，2015

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2932億美元，按年增33%。非儲備
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5044億美元（含淨誤差與遺漏）。
其中直接投資淨流入771億美元，較上年下降63%。而

對外直接投資淨流出1671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08%。從
長期以來的基本「雙順差」轉為「一順一逆」，即經常
賬戶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不含儲備資產）逆差。

金融賬戶直接投資淨流入跌66%
2015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3.3兆美元，較上年末減

少5127億美元，下降13%。其中，因國際收支交易形成
的外匯儲備下降3423億美元，因匯率、資產價格變動等
非交易因素形成的外匯儲備賬面價值下降1703億美元。
同期金融賬戶呈現逆差，直接投資淨流入較上年下降

66%，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擴大108%；另一方面來華直
接投資下降16%。
對於2015年經常賬戶順差大幅增長、資本卻呈現流出

的狀況，新聞發言人表示，2015年出現的資本流出主要
是境內銀行和企業等主動增持對外資產，並償還以往的
對外融資，與通常所說的外資撤離有本質區別。

資本有序正常流出難免
該新聞發言人還強調，資本不可能長期大規模流入，

有進有出也是客觀經濟規律。
2000年到2013年，中國資本淨流入累計達到1.35兆美
元，隨着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資本有序正常流出也
是難免的。
對於2016年中國國際收支情況，外管局預計，將繼續

呈現「經常賬戶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不含儲備資
產）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狀況將基本平穩，跨境資
金流動風險總體可控。
以長期投資為目的的外資將繼續流入，美國貨幣政策

正常化、新興市場運行風險等因素，則繼續加大中國跨
境資金流動的波動性。

■■招商銀行暫停招商銀行暫停PP22PP第三方支付接口第三方支付接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防範
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的意見》中，要求抓
住非法集資重點領域、重點區域、重大案
件，依法持續嚴厲打擊，最大限度追贓挽
損。同時，要求加快民間融資和金融新業
態法規制度建設，盡快出台非存款類放貸
組織條例，規範民間融資市場主體，拓寬
合法融資渠道。儘快出台P2P網絡借貸、
股權眾籌融資等監管規則，促進網際網路
金融規範發展。

招商銀行暫停P2P支付接口
隨着網貸平台風險事件頻發，繼農行叫
停所有P2P交易接口之後，招商銀行也暫
停P2P第三方支付接口。
據了解，農行電子銀行部最先發佈了
《關於立即停止與違規違約支付機構合作
的通知》，要求各級分行關閉全部涉P2P
交易接口，通知提到，部分第三方支付機
構向P2P平台提供了農行卡支付通道，導
致風險蔓延至農行，使得農行聲譽受損。
目前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已響應農行要
求，包括貝付、易寶支付、匯付天下、寶
付支付、通聯支付等。
不久前，一家名為信融財富的P2P公司
發佈公告稱，接第三方支付公司通知，招
商銀行支付接口將進行升級調整，自2月5
日起與招商銀行充值通道將暫時關閉，請
招行卡用戶在充值時選用其他銀行卡，恢
復時間另行通知。這也意味着招行或將也
開展了對P2P接口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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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人民幣匯率再次遭到
淡友狙擊。人行4日公佈的人民幣中間價為6.5419，較
前一個交易日升值102點子，但人民幣即期匯率仍承受
較大貶值壓力，離岸人民幣4日三次出現近200點的起
伏，在岸人民幣更十多次跌穿6.58關口。高盛分析師指
出，若人民幣今年再貶10%至15%，或將引發新一輪亞
洲金融危機。

在岸離岸價好淡爭持
離岸人民幣4日凌晨六點跌到6.6150後，突然強力拉
升近200點，見6.5990的全日高位，但到上午七點已將
升幅全數回吐，九點多時再次出現強勁升勢，一度逼近
6.60關口，可惜之後又一路下滑，於十點半跌至6.6192
的全日低位。到下午五點左右第三次大幅上揚，升穿
6.60關口後再度回軟，截至4日晚十點報6.5674，較前
一個交易日升值378點子。
在岸人民幣的好淡爭持則更為激烈，4日在6.58關口

出現十多次拉鋸戰，幾乎每次的震盪幅度都超過100點

子。截至4日晚七點報6.5779，貶值幅度亦逾20點子。
離岸與在岸價差仍有逾200點子水平。

中國或提高人幣中間價
路透社引述一股份行交易員預料，「春節期間不排除

有空頭狙擊的可能性，不過也是要看美元對主要貨幣的
變動情況，如果美元下跌得比較厲害，對美元多頭來說
是有影響的，要看大環境。」
另一外資行交易員則認為，「匯價於節前繼續穩定，

春節以後就看央行和國際做空資本怎麼博弈了，大家普
遍預期節後會放開波動，當然美元下跌還是有助於緩解
貶值預期」。
高盛駐紐約首席外匯策略師 Robin Brooks 表示，若

果中國促使人民幣今年再貶值10%至15%，或會引發新
一輪亞洲金融危機，特別是對澳洲金融市場有顯著影
響。但他同時又稱，中國未來幾周很可能會「出乎市場
意料地提高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從而導致風險偏好復
甦。

高盛：人幣再貶10%或爆金融危機

■中國外管局4日公佈國際收支平衡表初步數據顯示，
2015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2932億美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市場預期歐盟競
爭委員本周將對長和旗下3英國收購另一英國電訊商
O2的合併方案發表聲明，早前英國電訊管理局新任
行政總裁 Sharon White於《金融時報》撰文反對長
和的合併建議。
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霍建寧4日於英國《金融時

報》撰寫公開信，針對Sharon的指控作出三項承
諾，包括合併後五年內不加價以及投資50億英鎊發
展，務求爭取歐盟競爭委員會通過方案。
早前Sharon 於《金融時報》撰文反對長和的合併

建議，並促請歐盟關注。
她指，新公司將會壟斷當地的電訊市場，認為這
樣只會為消費者帶來更高的服務價格，同時，任何

合併計劃都會影響當地原本的電訊網絡。
她認為只有4間電訊商才可令網絡更快及覆蓋更

好，又指對比25個國家數據顯示，有4間電訊商的
國家，平均收費較僅得3間電訊商的國家低一至兩
成。她又直指，合併亦會打擊個別手機零售商的生
態。
霍建寧於公開信指，不明白Sharon White為何覺

得有迫切需要，在未經向集團諮詢及聆聽就其關注
地方作回應前，就公開發表她對3英國建議收購O2
的結論。
他針對Sharon反對理由提出三項承諾，包括合併

後的五年內，絕不會提高語音、短訊或數據傳輸價
格一分一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敏儀）中信証券發佈公告表
示，公司前期協助或接受有關機關調查的中信証券執
委會委員、負責經紀和研究的董事總經理徐剛，財務
總監葛小波，金融市場管理委員會主任劉威，投資銀
行部負責人陳軍，國際投行業務負責人閆建霖，以及
祁曙光、陳榮傑已陸續返回工作單位或住所，目前公
司經營情況正常。

未提及程博明情況
但公司公告未有提及早前接受調查的中信証券總經
理程博明和金融業務部負責人房慶利的情況。
去年下半年傳出中信証券多名高層被帶走調查，據
新華社發佈消息稱，中信証券徐某等8人涉嫌違法從
事證券交易活動已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
中信証券在1月19日剛完成董事會改選，執行委員
會委員的聘任將另行提交董事會審議，惟目前尚未公
佈。

3集團讓步購O2 5年不加價
中信証券多位涉查高層返回

外界對放寬QFII資金進出規定的反應
■大和資本首席經濟學家
賴志文

■民族證券駐北京分析師
朱啟兵

■澳新銀行駐新加坡高級外匯策略師
Khoon Goh

■Loomis Sayles副董事長
Dan Fuss

來源：彭博通訊、路透社

略微放鬆資本管制是一項比較積極的決定，但放鬆管制並不
意味着徹底取消

如果能逐步放寬規定，採用更多國際慣例，就會吸引更多資
本

如果海外投資者很難取走資金，就會阻止資金流入

中國正慢慢開始在自己可承受範圍內發揮儲備貨幣的作用，
這是向着正確方向邁出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