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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A4
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步步高” 中国资产吸引全球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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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 版）
中证协数据显示，2021 年，中金公司、海通
国际的境外子公司证券业务收入占营收比例
分别为 23.54%和 20.83%，位于第一梯队；华泰
证券、山西证券占比分别为 16.64%和 14.17%；
还有天风证券、中信证券、国泰君安、银河证
券、 信达证券 5 家券商占比超过 5%。 而在
2016 年，这一数据占比超过 5%的仅有 6 家。
除中资券商外， 中资保险机构也在积极
探索国际化路径。 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
太保、中国太平、中再集团等保险集团公司依
托海外机构，稳步推进业务、人才和布局国际
化。 2019 年，中再集团正式完成对英国桥社保
险的全资收购， 成为中再集团全球化战略的
重要支点之一；2020 年 6 月 22 日， 中国太保
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
GDR）在伦交所正式上
市，中国太保也成为国内首家在“
A+H+G”三
地上市的中国保险企业， 为中国和英国的资
本市场双向开放树立重要里程碑。 对外技术
输出方面，中国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
险早在 2018 年就开始布局拓展海外市场。
依托位于香港地区的子公司众安国际，众安
保险基于科技能力推出的系统化产品和解
决方案，已实现向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市
场输出。
作为各类资管机构配置海外资产的重要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也是
路径，QDII（
一项重要的资本“
走出去”制度，为境内机构
拓展国际化业务提供了渠道， 帮助境内投资
者到境外做投资，增加海外资产配置，提升投
资组合分散性，增加抗击冲击能力。在为投资
者提供海外资产配置的过程中， 境内机构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将来发展国际化业务
做好准备。

引进来，
海外资本涌进中国
“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习近平
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掷地
有声的话语， 拉开了中国金融业新一轮扩大
对外开放的大幕。此后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国
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开放举措， 大批
国际长期投资者竞相登陆中国市场， 分享新
机遇，共创新未来。
截至 2021 年底，已有 9 家外资控股券商
在华顺利展业，另有 20 多家后来者正摩拳擦
掌。 目前，中国证监会已批复摩根士丹利证券

（
中国）、高盛高华证券两家合资券商由参股转
向控股， 后者更是成为外资全资控股的券商；
瑞银证券外资持股比例也提升至 67%，且不排
除争取全资持股；另有星展证券、大和证券等
外资券商正在申请或计划设立中。
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贝莱德基金董事长
汤晓东表示， 投资境内资产的额度限制 （
如
和
放宽和近期推出的免税政策、互
QFII RQFII）
联互通机制内涵不断丰富（
如股票 ETF 纳入互
联互通机制）、 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
开放安排进一步整合等举措， 丰富了跨境投
资的平台和渠道， 为外资进入本土市场提供
了更多样化、更便捷和更具确定性的环境。
保险行业同样是外资机构投资中国的重
点。 2021 年中国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为
4.5 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达 24.9 万亿元，同
比增长 6.8%，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二大保险
市场地位。 而截至 2021 年，在华外资保险公
司资本十年间增长 1.3 倍，资产增长 6 倍。
过去， 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仅能独资运
营产险公司，无法独资设立集团公司、寿险公
司等其他业态，如今藩篱均已破除。2018 年 4
月，银保监会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保
险机构设立前需开设 2 年代表处的要求”；
2020年， 中国进一步取消了外资寿险公司持
股比例限制；2021 年 3 月，《
关于修改〈
外资保
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发布，成
为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里程碑；2021 年 12 月，
关于明确保险中介市场对外
银保监会发布 《
开放有关措施的通知》，放宽外资保险中介机
构准入条件。
2019 年 11 月， 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
公司——
—安联 （
中国） 保险控股获批开业；
2020 年 6 月，友邦保险在中国内地分支机构
正式获批改建为友邦人寿， 成为首家外资独
资人身保险公司；2020 年 12 月底，恒安标准
养老保险获批开业， 成为首家合资寿险公司
开设的养老保险公司；2021 年 7 月， 安联保
险资管获批开业， 成为中国首家获批成立的
外资独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从“
水土不服”到共融共生，作为中国保
险业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险企在华渐入佳境。
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 境外保险机构在中国
设立了 66 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外资保险公
司总资产达 2 万亿元。 2021 年，外资人身险
公司实现原保费收入 3351 亿元， 同比增长
5.5%， 市场份额由 2011 年末的 4%提升至
2021 年末的超过 10%。

回顾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进程，保险业
“
开放时间早、力度大，效果突出。”中国规模最大
的外资财险公司之一——
—安盛天平首席执行官
朱亚明表示， 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带来了
深化改革与快速发展的宝贵机遇。一方面，中国
保险业可以“
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和多
边协调机制， 尽快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
制度。另一方面，全球资源的“
引进来”也必将使
中国保险业受益良多。
同方全球人寿总经理助理、 董事会秘书兼
首席人力资源及行政官王前进认为，中国金融
业的持续对外开放政策， 大大提振外资股东
对中国市场成功经营的信心，给了外资股东在
中国市场经营更多的选择权和发展机会，也促
进外资保险公司注重长期价值成长和风险管
理的经营理念进一步落地，保险市场的竞争更
加良性和有序，有助于推进保险行业高质量发
展，真正打造一批中国保险行业的百年老店。

（
中国）有限公司（
筹）总经理刘颂认为，为了提
升国际化水平， 中国资本市场近年来推出了相
当多的重要举措，双向开放的决心可见一斑。而
随着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双向开放、 国际合作与
交流， 中国资本市场配置全球资本要素的能力
也在不断提升。
事实上，在诸多外资机构看来，蓬勃发展的
中国资本市场有着其他市场难以比拟的魅力，
其特殊性在于既有发达市场的质量和稳定性，
又兼具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与机会， 中国在全
球投资者的整体资产配置中具有独特意义。
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提到，
中国资本市场坚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在于，既
可以引入海外中长期资金和提升价值投资理念
来降低市场的波动率， 也能增强国内企业融资
多元化和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在此过程中，国
内市场和投资者对包括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等
各类资产的全球定价权也会逐步上升， 进一步
推动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双循环。
瑞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胡知鸷表示，随
着中国进一步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国资本市场将持续发生结构性变化。 五
年内中国 A 股在国际基准指数中的纳入因子
有望提升， 这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新兴市场中
的主导作用， 并提高 A 股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
重要性。
2022 年 2 月 11 日，沪伦通正式扩容，瑞士
和德国被纳入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
凭证业务适用范围， 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程度继续加深。 中金公司研究部策略分析师李
求索认为， 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有望成为中
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另一重要渠道， 不仅是
逐步引入外资发行人（
不只是红筹企业）的重要
尝试， 也有助于拓宽境内上市企业的国际融资
渠道。

放在重要位置， 同时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
势变化和中国发展战略需要， 研究推进新的改
革开放举措。
中国证监会也一直表示， 将继续坚定不移
扩大对外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出更多务实
性开放举措，服务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
包括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 进一
步发挥香港地区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中的作
用， 以及进一步加强开放环境下的监管能力和
风险防范能力建设。
2021 年 9 月，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
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指出， 近年来证监会
针对中国资本市场扩大开放推出的一系列举措
成效明显，对外开放形成良好格局。 2020 年初，
证监会提前一年放开证券、 基金和期货经营机
构外资股比限制， 外资机构在经营范围和监管
要求上均实现国民待遇，摩根大通、瑞银证券、
高盛高华、 富达等十余家外资控股或全资证券
基金期货公司相继获批。
2020 年 7 月，证监会修订规则，允许符合条
件的外国银行在华分行和子行申请基金托管资
母）行计算。
格，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可按境外总（
目前已有花旗银行等 3 家外资银行在华子行获
得基金托管资格。 在国家总的开放格局下，证监
会继续支持合格的外资机构在中国资本市场以
独资、控股或合资方式开展业务。
2020 年 11 月起实施的合格境外投资者新
规，进一步降低了境外投资者准入门槛，扩大了
可投资范围，更加便利外资投资操作。 沪深港通
机制持续优化，沪伦通机制稳定运行，中日 ETF
互通产品运行顺利， 深港和沪港 ETF 互通产品
正式推出，A 股纳入国际知名指数的比例逐步
提升， 境外投资者参与 A 股投资的范围和便利
性显著增大。 国际资本双向往来渠道的进一步
畅通，为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期货市场方面，产品国际化稳步推进，商
品期货期权国际化品种增至 9 个。2021 年，香港
证监会批准香港交易所推出 A 股指数期货，产
品年内即将开始交易， 也为境外投资者投资 A
股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为使中国资本市场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多
家金融机构纷纷建言。 刘颂提出，应优化和拓展
互联互通等跨境投资渠道， 持续丰富跨境投资
的产品供给和配套制度，降低制度性成本，全面
提升跨境投资和风险管理的便利性。 还需要加
强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各方的沟通协作、信
息畅通，持续巩固和完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
化的投资环境； 需要加强境内境外监管协作和
信息共享。
章俊则进一步表示，除了加快推进、落地前

中国资产吸引全球目光
今天，我们谈论中国资本市场，甚至金融市
引进来”，这一切都可归结到十
场“
走出去”和“
年前的那个会议。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胜
利召开， 会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
资本市场、怎样建设好资本市场的重大课题，为
新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无
数资本在日渐开放的大门中进出流转， 架起中
国与海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
2012 年，QFII（
业务率先开始走上正规。 当年 2 月， 国内共有
147 家机构获得 QFII 资格，总 QFII 投资额度达
到了 245.5 亿美元。 彼时，或许没有人能想象，
到了 2021 年底， 外资对 A 股的持有市值会突
破 3 万亿元人民币。
2014 年，沪港通正式启动。 富达国际股票研
究总监李晶表示，对于当时长期受限于 QFII/RQ－
FII 投资额度的外资机构来说， 沪港通的推出无
疑为他们开通了另一条直达中国资产的康庄大
道。 而随着 2016 年深港通推出，互联互通已成为
中国扩大金融及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环节。
十年来，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得了卓
越成效。 目前，已有近 700 家机构获批 QFII 资
格，QDII 累计批准投资额度达 1575 亿美元（
约
合人民币 1.05 万亿元）， 进军中国的外商独资
私募超过 30 家， 外商独资公募也于 2020 年实
现了零的突破。
路博迈集团亚太区高管、 路博迈基金管理

数据显示， 中国企业已经在海外发行了超
600 只存托凭证产品， 也有许多企业选择直接
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上市。 在中资机构积极出
海、 外资机构不断加码中国区业务布局的大趋
势下， 预计未来会有更多优质中国企业通过资
本市场展现于国际视野，获得外资青睐。

高水平开放之路越走越远
金融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金融又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扩大高水平
金融开放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一直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要把金融改革开放

期已推出的开放型政策， 也要扩大境内外机构
可配置资产的范围， 以更好地满足境内外投资
者对不同市场、不同资产的投资需求。 同时，加
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
调， 通过增强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开
放的信心，进一步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促进
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全球疫情仍在持续， 国际地缘冲突仍未结
束，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深刻演变，坚持开放合作
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必然选择。 中国对资本市场
双向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从未动摇， 随着开放之
路越走越远，国内金融行业的资本、文化交流竞
争也将迎接千帆争流、百花齐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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