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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 RQFII取消資金匯出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QFII及RQFII鬆綁主要措施

道）中國資本市場擴大開放。中國人民銀

1 取消 QFII 每月資金匯出不超過上年末

行、國家外匯管理局 12 日發佈新規，從

境內總資產20%的限制，QFII 可委託
託管人辦理相關資金匯出；

即日起開始對 QFII 及 RQFII 繼續鬆綁，

2 將現存的 QFII 投資 3 個月鎖定期、

將取消 QFII 資金匯出 20%比例要求及本
匯套期保值以對沖風險。業內專家表示，

RQFII 非開放式基金投資 3 個月鎖定
期全部取消，QFII、RQFII 可根據投
資情況匯出本金；

此舉有利於吸引更多外資進入A股市場。

3 允許 QFII、RQFII 開展外匯套期保

金鎖定期要求，允許QFII、RQFII開展外

值，對沖境內投資的匯率風險。

但 QFII 仍有額度控制，監管部門繼續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制外資進出節奏，意味着短期內進入A股
的外資不可能大幅增加，若市場平穩，外

▼

外管局從即日起對 QFII 及 RQFII 繼續鬆
綁，將取消 QFII 資金匯出 20%比例要求及本
金鎖定期要求。
資料圖片

管局日後可能繼續擴大 QFII、RQFII 額
度，讓更多外資進入A股。
繼 重 啟 QDII 額 度 發 放 、 推 進
這是QDLP/QDIE試點後，內地又一項擴

大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改革措施。外管局相
關負責人表示，此次QFII、RQFII改革是
比較徹底的，除了對額度的宏觀審慎管理
外，其他基本都已放開。同時，因為
QFII、RQFII涉及到外匯風險問題，允許
境外投資者進行外匯套保，防範匯率風險。
允許外匯套保是外匯市場開放的舉動，引入
更多的機構參與進來，發展外匯市場。
QFII和RQFII可以擴大機構參與的範圍。

促進境內市場雙向開放
從資金匯出和鎖定期來看，外管局表
示，資金匯出和鎖定期的限制是影響
QFII 投資運作的主要因素。此次將兩個

限制取消，將進一步簡化管理、便利操
作，大大激發境外機構投資熱情，促進境
內資本市場進一步雙向開放。
數據顯示，目前，QFII 總額度為 1,500
億美元（約 9,606 億元人民幣），RQFII
試點區域拓展至 19 個國家和地區，總試
點規模 19,400 億元人民幣。截至 2018 年 5
月底，累計有 287 家 QFII 機構合計獲得
994.59 億美元、196 家 RQFII 機構合計獲
得6,158.52億元人民幣投資額度。

監管部門仍控總體額度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曾剛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對 QFII 等資金匯出、鎖定期
限制鬆綁，在市場意料之中。MSCI 在納
入 A 股時早就提出取消相關限制的要求，

隨着 6 月 1 日 A 股正式納入 MSCI，QFII
的相關改革自然提上日程。
曾剛指出，雖然對QFII大幅鬆綁，但總
體額度仍有管控，也意味着進入A股的外資
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增加，監管部門仍會控
制外資進出的節奏，如果資本市場、外匯市
場平穩，外管局可能會繼續擴大 QFII、
RQFII額度，讓更多外資進入A股。至於鬆
綁後可能出現的資金匯出壓力，相信外管局
將嚴密監控，而目前中國經濟總體穩定，人
民幣貶值預期不高，A股剛剛進入MSCI，
外資有一定興趣和需求來增加配置，這或將
減少外匯匯出壓力。

助引外資進A股市場
中金公司報告指出，QFII、RQFII資金

匯出限制鬆綁後，MSCI 納入 A 股的比例
提升進度也可能會加快，進一步引導更多
國際資金進入A股市場。繼續鬆綁QFII、
RQFII機制是增強中國資本市場對海外投
資者吸引力的方式。
彭博通訊引述澳新銀行中國市場經濟學
家曲天石表示，新政策更多是政策層面的
清理，匯出限制之前只是在 QFII 和 RQFII 上才有，這次算是清理了這個障礙，
鎖定期問題也一樣；至於對沖問題，以前
沒有明確說不能做，這次宣佈是明確了。
他認為短期內不會出現資金大量匯出的情
形，因這些產品主要是投股市，對中美利
差敏感度不高，而且考慮到納入 MSCI 因
素，現在股市還是應該以流入為主，對人
民幣匯率沒有實質性影響。

5 月信貸收縮 經濟或添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 12 日公佈，5 月末新增人民
幣貸款1.1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4 月減少 300 億元，也低於市場預期的 1.2
萬億元；當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
比增速持平於歷史次低水平 8.3%，社會
融資規模增量亦兩年來首次低於萬億元，
較 4 月腰斬，降至 7,608 億元，對實體經
濟貸款亦首次轉為下降。經濟專家指出，
5 月貨幣信貸數據走低，不及預期，顯示
嚴監管帶來金融貨幣收縮，或將加大經濟
壓力。

實體經濟貸款減少
數據顯示，5 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
幣貸款增加 1.14 萬億元，同比少增 384 億
元；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折合人民
幣減少228億元，同比多減129億元。委託
貸款、信託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
等全線縮水，其中，委託貸款減少1,570億

元，同比多減 1,292 億元；信託貸款減少
904億元，同比多減2,716億元；未貼現的
銀行承兌匯票減少 1,741 億元，同比多減
496億元；企業債券融資淨減少434億元，
同比少減2,054億元；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
融資438億元，同比少20億元。
在貨幣供應方面，5 月末 M2 同比增長
8.3%，增速與上月末持平，同比低 0.8 個
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 52.63 萬億
元，同比增長 6%，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 1.2 個和 11 個百分點，為 2015
年以來最低；流通中貨幣（M0）餘額
6.98萬億元，同比增長3.6%。當月淨回籠
現金1,702億元。
在社會融資規模方面，由於表外融資大
幅縮水，帶動 5 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環比
大降 51%至 7,608 億元，比上年同期少
3,023 億元。該指標近兩年多保持在萬億
元水平之上，今年 1 月份曾高達 3.06 萬億
元。

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姜超表示，5
月表外非標融資繼續萎縮，是社會融資規
模腰斬的主要原因，同時融資結構說明，
絕大部分融資需求難以從表外向表內轉
移。融資回落勢必會對經濟構成壓力，這
種壓力在下半年會更為明顯。短期來看，
4、5 月經濟生產回升，主因在於今年復
工、開工較晚，生產在短期內集中釋放，
存在新的「季節性」。

資金面收緊 企業融資難
西南證券楊業偉稱，受社融顯著收縮影
響，廣義貨幣增速繼續低位波動，而經濟
活動趨弱帶動 M1 增速持續下滑，降至
2015年中以來的最低水平，顯示經濟活動
明顯趨弱，預計三季度經濟將隨需求放緩
進入回落階段，在此情況下資金面持續收
緊將加大企業融資困難，加劇信用風險。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
認為，5 月社融數據為宏觀經濟敲響了警

■5 月新增貸款錄 1.15 萬億元人民幣，較
4 月減少 300 億元人民幣，也遜於市場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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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也對當前的監管政策提出挑戰，如果
社融繼續維持低迷，那麼前幾個月中國經
濟所表現出的韌性將難以持續，緊信用環
境下，企業融資不足將進一步激發信用違
約，繼而促使金融機構收緊融資條件，帶
來惡性循環，處置風險的風險將會顯著上
升，監管政策有必要作出適度調整。

即時報價 3分鐘3步驟完成
據介紹，「AIA iShop 友保易」網
上投保平台具備即時報價功能，客

戶了解產品價格，揀選合適的保障
及即時投保產品，以及隨時查閱保
單的批核進度，三分鐘、三個步驟
即可完成網上投保，現有客戶登入
平台後，部分個人資料已經預設填
妥，縮短整個申請流程。另外，平
台亦設有簡易數碼投保體驗，即時
聊天功能解答客戶投保時遇到的問
題，完成投保後系統會向客戶發送
確認電郵。

財策顧問不會被平台取代
■顧培德
( 左 二) 稱 ，
希望新平台
能提升用戶
的體驗。右
二為葉文
傑，右一為
詹振聲。
莊程敏 攝

友邦首席科技及營運官葉文傑指
出，預計網上平台上一些較簡單的
保險產品會較受客戶青睞，因較複
雜的他們都會再向財務策劃顧問查
詢。他補充指，部分如人壽保險等
即使在網上完成投保後，亦享有 21
天的冷靜期。
首席營業總監詹振聲亦指，系統
會通知現有客戶所屬的財務策劃顧

京信通信向杜拜新地標提供設備
香港文匯報訊 京信通信 12 日宣
佈，成功為杜拜的新建築地標 The
Dubai Frame ( 杜拜相框 ) 部署室內
無線解決方案。樓高 50 層的杜拜相
框高 150 米，寬 93 米， 預計每年遊
客總數超過200萬人。建築物底部為
一座博物館， 連接兩座主塔 ，而主

塔的頂部則通過觀景台相連。有了
無縫網絡覆蓋，遊客可以使用手機
透過智能票務系統暢遊這個巨型建
築。

予室內無線網絡解決方案
據介紹，京信通信為這座建築地

標提供室內無縫無線網絡解決方
案，覆蓋面積接近 4,500 平方米。在
該項目中，安裝的設備包括平板天
線、全向天線、電纜橋架和功分器，
支 持 G900、 U2100、 U900、 L2100
和 L1800 在內的 2G/3G/4G 各種頻
段，確保從底層沿着兩座塔至觀景台

大消費板塊領漲
A股三大股指12日早盤齊齊遭遇急跌，滬綜
指快速跳水盤中再創年內新低。好在之後大消
費板脫穎而出，白酒、食品飲料等快速拉升，
最終帶動滬深兩市雙雙翻紅截至收盤，滬綜指
漲 0.89%報收 3,079 點，深成指漲 1.38%報收
10,315點，創業板指漲1.43%報收1,712點。
大消費板塊上白酒、飲料製造、食品加工製
造、乳液等漲幅居前。個股上深深寶 A、來伊
份、三元股份等漲停。目前共有 31 家食品飲
料行業上市公司披露了 2018 年中報業績預
告，23家公司業績預喜，佔比超過七成。
獨角獸概念熱度不減，百度概念板塊漲逾
2%，亞夏汽車、寧德時代、工業富聯、神思
電子、京泉華、路暢科技、同益股份等多股漲
停。不過，並非所有獨角獸概念股都形勢大
好，目前來看有分化趨勢，微信小程序、螞蟻
金服概念跌幅排名第一、二位置。

深圳數十新經濟公司
擬赴港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港
交所改革上市制度，力吸新經濟股，目前內地
不少新三板公司蠢蠢欲動。深圳新三板服務中
心和招行深圳分行 12 日在深圳舉辦「港股上
市大聯盟簽約儀式」及港股上市實務研討會，
宣佈「港股上市大聯盟」正式成立，現場數十
家新三板和創新型公司簽約推進赴港上市計劃
合作備忘錄。

問跟進他們在網上購買的保單，新
客戶亦可選擇要求委派財務策劃顧
問跟進，故財務策劃顧問不會被平
台取代。
詹振聲續指，友邦在科技數碼化
上的投資站在行業的尖端，在設計
這個網上平台過程中，與前線的營
業部進行很好的溝通，他們的反應
都相當正面，相信可以作為他們很
好的支援，項目是「人與系統的結
合」。
現時該行約有 1.5 萬名財務策劃顧
問，該行沒有設定顧問增長目標。

「友聯繫」將推出三項新功能
另外，旗下「友聯繫」流動程式
將推出三項新功能，包括：綜合投
資組合管理、保障計算機及一站索
償服務，讓客戶一個平台便可以輕
鬆處理保單，強積金、申請理賠和
預約醫生等事宜。

的全面覆蓋，讓遊客暢享連接。
京信通信中東地區總經理 Hazim
Al-rawi 表示，除設備供應外，京信
通信還為整個項目提供網絡設計、
項目管理、網絡路測和基準測試以
及維護等專業服務。除了適用於該項
目的解決方案之外 ，還提供一系列可
根據客戶需求定製的產品和解決方
案 ， 包 括 DAS 、 小 基 站 、 mBDA 、RX 系列大功率直放站等。

出席研討會的港交所助理副總裁陳明表示歡
迎內企到港上市，他指，港交所 4 月發佈新
政，允許未能通過主板財務資格測試的生物科
技公司上市，以及允許「同股不同權」的公司
上市，為尋求在香港作第二上市的中資及國際
公司設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他表示，港交所
的審批制度有一個明顯優勢就是以高透明度的
披露為本，無輔導期、無窗口指導，申報後平
均 100 天就可以上市。目前正在處理的上市申
請有140家，都按照程序審批，不需要排隊。
深圳新三板服務中心執行總裁涂成洲表示，
目前是企業融資困難時期，內地一些優良企業
由於制度設計的原因，不能在A股上市，赴港
上市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項。截至 5 月末，已
經有 1,019 家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港股上市
大聯盟以「開放、優選、協商」為原則，集合
各方資源，為內地企業赴港上市提供各種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健樂）香港電訊董事總經理
艾維朗 12 日於記者會上表
示，公司一直在 5G 業務作
不少投資，而最近亦有進行
相關測試，期望可於一切準
備就緒後，盡快將 5G 推出
市場。他強調，5G 關乎香
港的未來，香港若要順利推
動智慧城市，必須在推動
5G 發展方面下功夫，故他
多次呼籲通訊局應盡快推出 ■艾維朗呼籲通訊局應盡快
更多 5G 頻譜，以免香港在 推出更多5G頻譜。
岑健樂 攝
5G發展方面落後於世界。

香港電訊：待一切就緒將推

培德 12 日指出，友邦香港客戶數目
突破了300萬，去年於全球投資於金
融科技發展的金額達到 23 億美元，
希望新平台能提升用戶的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A
股最大藍籌股貴州茅台12日市值首度突破1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收盤市值報1.0039萬
億元。該股盤中一度高見 803.5 元，再創歷史
新高，收漲 3%，報 799.19 元。消費板塊上
漲，加上獨角獸護盤，帶動滬深 A 股轉跌為
升 ， 兩 市 全 天 成 交 較 上 日 增 302 億 元 ， 至
3,511億元。
A 股入摩後，被動型資金加快流入，茅台為
外資持倉最大 A 股之一，截至 12 日，外資互
聯互通持股量達 8,950 多萬股，總值逾 715 億
元，佔已發行股本逾 7.1%。12 日該股再錄得
約7億元流入，6月1日入摩至今，茅台共錄得
26.5億元淨流入。

港交所開綠燈吸創新股

友邦香港推網上投保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友邦
香港 12 日宣佈推出多項創新的數碼
項目，當中「AIA iShop 友保易」網
上投保平台提供9種保險產品，包括
人壽保障、醫療保障、意外保障，
以及儲蓄和一般保險，讓現有客戶
最快三分鐘揀選和獲得適切的保
障。友邦香港及澳門首席執行官顧

茅台市值破萬億
A 股轉跌為升

港5G政策落後 將成「笨城市」

艾維朗坦言，近年內地與歐美的 5G 發展迅速，而香港
則相對落後，將成為一個「笨城市」（Dumb city），以
現時清空與重整頻譜的進度，香港根本不可能如政府聲稱
在2020年推出5G服務。他對香港繼續沿用20年前訂下的
電訊政策感到羞恥，認為需作改變，又批評政府零碎地推
出頻譜，藉以獲得最多收入的政策不恰當，認為這不利整
體行業發展，因電訊商需更多頻譜，藉以更順暢地推動香
港的5G發展。

5G

促增5G頻譜供應 改徵費方式

艾維朗認為，政府應改變徵收頻譜費用的方式，如改為
按照 5G 收入的一個固定百分比收取頻譜費，而非一次過
用拍賣方式向電訊商收取費用，因這樣做比較公平。
香港電訊無線技術策略及核心網絡主管黃錦恒亦批評，
由於擔心投資錯誤的制式，香港政府堅持待國際標準統一
後，再決定 5G 發展的進一步行動。他認為政府以這種心
態發展 5G 是過於保守，令香港落後於世界。黃錦恒建議
政府盡快增加 5G 頻譜供應，在 3.5GHz 頻帶提供合共
400MHz 頻譜，使香港的頻譜規劃與全球一致外。此外應
考慮取消位於新界東的3.5Ghz頻帶限制區，令當區居民與
科學園的科研人員，將來不會因限制區而不能使用 5G 服
務，從而削弱香港的科研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