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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周小川：人民币跨境使用尊重市场选择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８

日在伦

敦参加第四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期间表

示， 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 尊重市场选择。

周小川说， 人民币跨境使用是渐变和

长期的过程。 中国周边国家最先开始用人

民币做贸易和投资， 随后也有其他新兴市

场国家开始使用。 不久前尼日利亚宣布

将其部分外汇储备换为人民币， 这是第

一个非洲国家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关于私营部门对发展伦敦人民币

离岸市场和对该市场最新发展情况的

兴趣， 周小川表示欢迎。 他说， 在第

四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 伦敦金融

城的业界和私人部门表达了要利用伦

敦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动人民币离岸市

场建设的意愿。 中国人民银行会与英方

合作， 支持未来该市场的发展并解决可

能产生的金融稳定风险。 周小川表示将

努力发展和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但主

要是尊重市场选择。

同时， 周小川认为在伦敦发展人民

币离岸市场不会对香港产生影响， 因为

香港有特殊的优势， 距离中国内地和亚

洲市场很近。

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

别提款权方面， 周小川认为中方对这一

进程并不着急。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以

及复苏中遇到很多问题， 使很多人意识

到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缺陷， 需要改

革， 中国欢迎有关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

讨论。 他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货

币将比以前更加强大， 迟早有一天人民

币会被放入特别提款权。

港股

ETF

和

RQFII

试点有望近期推出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日前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经国务院批准， 内地

有关部门将推出在港募集人民币资金投

资境内证券市场 （人民币

QFII

或

RQFII

）

试点工作。 试点初期， 总额度为

200

亿

元人民币， 额度的

80%

投资于内地债

券市场， 将从对境内市场较为熟悉的境

内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

司做起。 目前， 试点工作的各项技术准

备工作基本就绪， 有望近期推出。

该负责人表示， 在试点工作顺利启

动和开展后， 中国证监会将会同内地和

香港有关部门和机构积极稳妥地研究论

证扩大试点的可行性。 人民币

QFII

试

点有助于拓宽香港人民币投资内地资本

市场的渠道， 优化人民币回流机制， 丰

富境外人民币投资产品， 推动人民币在

境外的使用。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目前， 内地

推出港股组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

ETF

） 的实施方案已经完成， 各项技

术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此项工作试点

有望近期推出。 内地上市港股组合

ETF

产品有助于丰富内地居民的投资

品种， 进一步增加两地证券市场的关

联性， 不断深化两地交易所业务合

作， 促进两地资本市场互利双赢和共

同发展。

该负责人称， 央行将认真落实中央

政府支持香港发展的新的政策措施，

增加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内金融

机构， 允许境内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

币债券， 扩大境内机构在香港发行人

民币债券规模。 初步考虑，

2011

年境

内机构赴港发债规模将增至

500

亿元，

其中境内金融机构

250

亿元， 境内企

业

250

亿元。

日前， 商务部就 《关于跨境人

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征

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商务部

拟允许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合法获得

的人民币依法来华开展直接投资活

动， 并明确了相关业务的办理流程。

目前， 央行正在拟定 《外商直接投

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

见稿）》， 就该办法征求有关部门的意

见。 上述负责人介绍， 这些有关人民

币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管理法规完成意

见征求工作后， 将发布有关管理办法，

允许港企在内的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

来内地开展直接投资业务。

该负责人还表示， 将继续不断提高

对港资银行开放的层次和质量， 支持港

资银行在广东省内以异地支行形式合理

布点、 均衡布局。 将继续积极支持港资

法人银行赴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 继

续支持港资法人银行从事代销基金和证

券公司的第三方存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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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产业“十二五”将重点优化产业结构

天津郑州文交所交易规则再度修改

私募酝酿“半保本”新招

锂电产业向中国转移趋势明显

创新产品七路并进 券商资管酝酿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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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引导符合条件外企境内上市

证券时报记者 朱中伟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昨日在厦门举办

的

2011

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 中国将

鼓励外商通过兼并、 购买等方式参与国

有企业的重组改造， 引导符合条件的外

商投资企业境内上市。

陈德铭指出， 金融危机尚未消除，

世界各国不仅应该维护一个贸易自由的

环境， 更应该维护一个投资更加便利的

环境， 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措施推进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他说，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自身投资

环境建设， 继续优化公共管理和服务，

加快依法行政水平， 为广大投资者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 此外， 还将进一步完

善市场体系， 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同时， 中国将积极创新吸收投资

的方式， 鼓励外商通过兼并、 购买等

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 引导

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上市，

引导创业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在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 完善企业融资结构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将在建立并购

监管体系和反垄断审查体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外资并购政策， 使相关规

定更加透明和法制化。

他表示， 中国将拓宽吸收外资新

的领域， 抓紧修订完善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 支持外资发挥技术创新、

合作创新和体制创新的综合优势， 鼓

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 高新技术、 现

代服务业、 新能源等领域， 鼓励外资在

中国设立地区总部， 设立研发中心， 研

究制订支持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

合作区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支持沿边的

开放开发。

此外， 还将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支持力度， 研究拓宽外汇储备有效运用

以及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和方式， 支

持企业对外投资。

陈德铭指出， 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

全球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一如既往

地积极推进对外开放， 也希望有关国家

能对等地放宽产业准入， 加大市场和技

术开放力度， 提高对外资审查的透明度，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待中国企业的投资。

据介绍， 入世十年来， 中国吸收外

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水平显著提高。

2001

年，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为

469

亿美元，

2010

年增长至

1147

亿美

元； 中国向外资开放的领域已达到

100

多个服务类和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类， 开

放程度与部分发达国家相差无几。 目

前， 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达到吸收外资

总额的

46%

，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

服务外包基地。

入世十年也是中国对外投资大发展的

十年， 入世之初中国一年的对外投资规模

不过几十亿美元， 至

2010

年， 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已达到

688

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

五位。 对外投资主体也更加多元， 合作的

方式更加多样。 海外并购快速发展， 合作

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始兴起。

王岐山：中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8

日在伦敦主持第四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并发表开幕致辞时说，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是

好的， 但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方面挑战。 为此， 中国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妥善处理保增长、 调结构和抑制通胀的关系， 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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