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
岸
擴
大
開
放
資
本
市
場
創
雙
贏

朱
穗
怡

兩岸金融合
作又傳佳音。大
陸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與台灣金
管會昨天舉行首

次兩岸證券監理合作平台會議，雙方達
成共識：大陸將接受台灣申請大陸人民
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RQFII），額
度為人民幣1000億元，未來島內證券機
構可以人民幣投資A股；而台灣也將放寬
大陸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投資
台灣股市的額度，由5億美元提高至10億
美元。兩岸進一步互相開放資本市場，
是雙方金融交流的重大突破，是兩岸經
濟合作的又一里程碑。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兩岸就開始了
經貿往來，但唯獨金融業，由於是敏感
的特許行業，加之當時兩岸關係起伏不
定，台海局勢動盪不平，大陸方面和台
灣方面對合作事宜均存顧慮和戒心。然
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兩岸金融
滯後勢必掣肘兩岸經濟合作。這幾年兩
岸關係煥然一新、如沐春風，金融交流
也出現了新氣象。2009年4月與11月，兩
岸分別簽署了《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和《兩岸金融監管合作備忘錄》（
MOU），確立了兩岸金融合作的基本框
架，建立了兩岸證券部門的對話平台。
兩岸首次證券監理合作平台會議正是源
於此。

去年兩岸金融合作又有突破。雙方
的貨幣管理機構在8月簽署了《兩岸貨幣
清算合作備忘錄》，建立了兩岸貨幣清
算機制，開啟了 「兩岸貨幣直航的新時
代」，是繼簽署MOU之後兩岸金融領域
合作的又一顯著成果。也為兩岸開放資
本市場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這次大陸證券部門對台灣的開放幅
度，出乎島內證券業的預期，可謂大陸
送給台灣的新春大禮，有利於台灣的人
民幣投資大陸市場，提供台灣更多的投
資渠道，大大滿足了台灣金融業對人民
幣業務的需求。此前RQFII的投資額度
為2700億人民幣，僅及於香港的26家金
融機構，但如今台灣金融機構也可申請

RQFII，無須再借香港 「暗渡陳倉」，終於可名正言
順地直接進行人民幣投資業務了。而且兩岸貨幣清算
機制即將正式啟動，RQFII有利於島內人民幣資金回
流大陸。此外，大陸允許符合條件的台資金融機構在
大陸設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並可擁有控股權，讓在
大陸的台灣證券商振奮不已。多年來由於兩岸證券合
作步伐緩慢，台資證券業者雖登陸布局已久，但業績
乏善可陳。現在大陸將放寬限制，向台灣方面展示了
善意和誠意。

台灣方面以人民幣投資大陸股市，無疑是為陸
股注入一股活水。另一方面，台灣可開展人民幣
業務，也有利於吸引外資以台灣為平台，進軍
大陸資本市場。可見，兩岸金融合作可共創
雙贏局面，更使兩岸經濟融合向前邁了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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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二十九日報道︰兩
岸證券期貨監理合作平台首次會議由證監會主席郭樹清
和台灣金融監管機構負責人陳裕璋共同主持。雙方在會
上就建立定期會晤機制、市場進入政策協調等議題進行
了交流，並共同推出了一系列相互開放或放寬限制的新
措施。

此前僅香港可申請RQFII
大陸證監會國際部主任童道馳29日在會後記者會上

表示，大陸將進一步擴大對台灣資本市場開放的內容。
他說，本次會談就大陸在ECFA框架下進一步擴大對台
灣資本市場開放的具體內容達成了多項共識，包括對台
開展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修改
相關QFII管理辦法，為台灣金融機構在申請QFII資格
時提供便利等。此前大陸只開放香港可申請
RQFII。

童道馳表示，在ECFA框架下，大陸允許符
合條件的台資金融機構在大陸設立合資基金管理
公司，台資的持股比例將由現在的最高不超過
49%，提高到可持股50%以上。

歡迎台退休基金投資大陸
在對台灣證券公司的開放方面，童道馳說，

大陸將允許符合條件的台資公司在上海、深圳和福建各
設立1家兩岸合資的全牌照證券公司，其中台資持股比
例最高可達51%，大陸股東可不限於證券公司。另外，
大陸還將允許台資股東在大陸若干改革試驗區內，各設
立1家兩岸合資的全牌照證券公司，其中大陸股東不限
於證券公司，台資持股比例不超過49%，且取消陸方單
一股東持股49%的限制。童道馳表示，歡迎台灣的長期
資金、退休基金，透過大陸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
QFII）或人民幣大陸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RQFII）到
大陸證券市場投資。

駐陸台港澳居民可買A股
大陸還將考慮允許在內地工作的台港澳居民直接購

買A股。此舉是為了配合台資證券赴陸開展業務，希望
在良好的風險控制前提下，增進在大陸工作居民投資的
便利性。

童道馳還表示，關於台灣方面歡迎優質的大
陸企業到台灣上市，證監會對此表示支持，大陸
企業赴台上市在法律上和政策上沒有障礙。

台放寬大陸金融投資限制
台灣金融監管機構官員表示，台灣將放寬大

陸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投資額度限制，
初期可考慮由5億美元提高到10億美元，並放寬
大陸證券期貨機構在台設立代表處所需的資格。

台灣金融監管機構證券期貨部門負責人黃天
牧說，關於兩岸證券期貨市場開放議題，雙方承
諾在ECFA服務貿易承諾清單中納入下列項目，
台灣將調整大陸證券期貨機構在台灣設立代表處
需具備的資格，由目前的5年以上國際證券期貨
經驗（不包括港澳地區），放寬為2年以上即可
，且認可其在港澳地區的經驗。

台灣金融監管機構還將積極研議放寬大陸證
券期貨機構參股台灣證券期貨機構的持股比例，
以及大陸合格境內自然人投資台灣資本市場。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九日報道：台
灣 「中央」銀行28日火速核准大陸中國銀行
台北分行成為台灣地區人民幣清算行，同時
也將於30日與中行台北分行共同舉辦人民幣
業務說明會。 「中央」銀行副總裁楊金龍指
出，若銀行準備周全，最快當天就可與中行
台北分行簽約，甚至下午銀行就可開辦人民
幣業務。

利率被視為「最高機密」
楊金龍表示，銀行業很競爭，有些銀行

也有OBU（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承做人民幣
經驗，島內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應該會很快
，只要與中行台北分行簽約就OK，不必再
提申請。而 「中央」銀行與中行台北分行將
在30日上午共同舉辦人民幣業務說明會。楊
金龍表示，各銀行文件如果都準備周延，開
完說明會後，雙方即可簽約並開戶，銀行當

天就可掛牌開辦人民幣業務。不過，各銀行
主管私下表示，人民幣牌告利率只要事先曝
光，其他銀行馬上會掛出比你略高的利率，
所以，迄今都視為 「最高機密」。

有業者表示，由於目前人民幣的資金運
用報酬率約僅2%，初步規劃，人民幣牌告利
率不會高於2%，但會比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牌告利率高出1碼（約0.25%）。OBU
目前1個月至1年期人民幣定存利率約0.6%至
1.1%；若以此水準加碼，1個月定存利率可望
從0.85%起跳，1年期可望從1.35起跳。

星展銀行表示，人民幣在台業務啟動後
，人民幣可視為一種外幣，預計會有一波活
期存款潮；星展銀行預計農曆春節後，推出
人民幣優惠定存專案，提供民眾有更多元化
的外幣資產配置。豐（台灣）銀行則預估
，人民幣將成為台灣民眾小龍年（蛇年）的
投資新寵。

兩岸資本市場開放重要突破

RQFII試點擴至台 額度千億
兩岸證券期貨監理合作平台首次會議29

日登場。會後宣布，大陸將考慮增加1000億
人民幣用於台灣RQFII試點。

將放寬大陸合格境內
機構投資者（QDII）
投資額度限制，初期
可考慮由5億美元提高
到10億美元

將調整大陸證券期貨
機構在台灣設立代表
處需具備的資格，由
目前的5年以上國際證
券期貨經驗（不包括港
澳地區），放寬為2年
以上即可，且認可其在
港澳地區的經驗

將積極研議放寬大陸證
券期貨機構參股台灣證
券期貨機構的持股比例
，以及大陸合格境內自
然人投資台灣資本市場

希望在大陸註冊的優質台商企業能夠來台
上市

將增加1000億人民
幣用於台灣RQFII試點

考慮允許符合條件台灣
居民在RQFII項下投資
大陸資本市場

將允許符合條件的台資
金融機構在大陸設立合
資基金管理公司，台資
的持股比例提高到可持
股50%以上

將允許符合條件的台資公
司在上海、深圳和福建各
設立1家兩岸合資的全牌
照證券公司，其中台資持
股比例最高可達51%，大
陸股東可不限於證券公司

將允許台資股東在大陸若
干改革試驗區內，各設立1家兩岸合資的全牌
照證券公司，其中大陸股東不限於證券公司，
台資持股比例不超過49%，且取消陸方單一股
東持股49%的限制

人幣將成島內投資新寵
最快今日開辦業務

RQFII
R是人民幣（RMB）的簡稱。RQFII（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指人
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可直接以人民幣
投資經獲准投資的大陸資本市場。

大陸對台開放
資本市場措施

台放寬大陸金
融投資措施

【本報訊】據中央社二十九日報道
︰兩岸證券期貨監理合作平台首次會議
（金證會）29日結束，釋出台資券商登
陸設點利多，可在試點區域成立台資持
股比例51%的 「半資全照」券商。券商
聽到金證會結論簡直樂歪，券商公會理
事長黃敏助直稱 「滿意」，各項結論都
符合券商的盼望。

富邦金控總經理龔天行表示，金證
會結論對島內金融業而言是很大的突破
，富邦金控對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合資
半資全照券商及合格境外機構投資人（
QFII）額度等，都會積極爭取，其實，
富邦金在2010年曾與福建省的投資公司
簽署合作備忘錄（MOU），當時就是
以設立全照券商為目標。國泰金控發言
人李偉正也認為，這次金證會結論令人
喜出望外，國泰金也將在政策允許的範
圍內，積極爭取相關業務的核准。

人幣投資減少匯兌風險
在大陸的台灣金融業者分析，大

陸對台灣開展RQFII試點，代表給了台
灣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大陸經濟、直接
投資大陸市場的一張門票，相當善意
。業者分析，以往QFII投資大陸，金
融機構必須先把獲准投資的美元匯入
大陸，再由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後投

資大陸股市或債市產品。RQFII代表業
者可直接募集人民幣後，就直接投資
大陸資本市場。這意味其中不再多
一道貨幣兌換程序，可以減少匯兌風
險。另一方面，有些看升人民幣及看
多陸股的投資者，可以同時享受人民
幣升值和陸股上漲紅利。

接下來，這也代表台灣金融機構可
推出更多元化的人民幣理財和投資產品
；想要投資大陸資本市場的台灣投資者
，有更多選擇。

千億額度有助提振陸股
對大陸而言，若允許1000億元有極

高比例可以投資陸股，這對一度陷於低
迷不振的陸股而言，無異是一股資金活
水，有助於活絡陸股。同時，大陸以漸
進方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希望人民幣
有一天能取代美元成為國際貿易常用結
算貨幣。推動RQFII在台灣試點，對人
民幣國際化也有助益。不過，投資一定
有風險，一旦大陸股匯市同時皆墨，
RQFII就會受損更重。

業者說，應持續觀察大陸對台灣
RQFII試點的開放時程而定，並觀察大
陸推出的試點辦法，例如對投資陸股的
比例限制、退場機制等，才能評估後續
影響。

大陸釋利多 台商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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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指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大
陸實施外匯管制，想投資陸股，須先取
得QFII資格及獲大陸審批可投資的外
匯額度。

▲兩岸證券期貨監理合作平
台首次會議29日在台北舉行
，由金管會主委陳裕璋（右）

及大陸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主席
郭樹清（左）共
同主持 中央社

▼▼人民幣在台業務啟動後人民幣在台業務啟動後
，，預計台灣民眾將掀起一預計台灣民眾將掀起一
波波存款潮存款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