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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在2007年發表上一份資本市場報告時，中国資本市場正值前所未見的牛
市。自此之後，股市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股票估值目前仍未回復至當時的高
位。

雖然如此，由於超過500家公司（其中包括中國最大的數間銀行）相繼上市，中
國的股票市場已經在絕對規模上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從2005年的4,000億美
元增長到2010年的4萬億美元。上海現時已有多家世界最具規模的公司於其交易
所掛牌上市。

李世民 (Simon Gleave) 隨着全球金融危機成為歷史，長遠因素開始發揮影響力。在市場仍然關註定價
畢馬威中國 因素及仍未上市的大型企業少之又少的情況下，市場的注意力正轉向中國開放金融服務
主管合伙人 資本帳戶的計劃，以及股票、債券和衍生產品的未來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

過去三年，市場推出了一些新產品和新制度，許多新產品和新制度均在市場上
產生了熱烈的反響。我們可以發現，當政府和監管機構有所舉措時，市場通常
可以迅速地作出反應。潛在的投資者應該對此有所瞭解，並且做好準備，以便
迎接資本市場各類產品開放所帶來的裨益。

中國近年經歷了許多變化，但它仍然是一個新興市場，資本市場各類產品都擁
有巨大的未來增長潛力。

唐啟思 (Donald Keith)
富時集團
副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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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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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何偉豪 (Mike Hurle) (畢馬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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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六年，中國股市總市值增長超過10倍，至2011年第一季度末達到了
4.2萬億美元。雖然市場引頸以待的國際板仍在籌備中，創業板和股指期
貨的出臺已擴大了國內投資者和海外投資者的投資市場。

股票市場一直在演變，朝着更平衡的投資者結構發展，其中以投資基
金、養老基金、保險公司、企業、主權財富基金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 等機構為主導。

雖然QFII的市場份額較小，但它對於加強基礎研究和市場成熟度方面在中
國股票市場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QFII數目不斷增長，預期在不久
的將來總額度將會擴大至300億美元。

香港最近发展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標誌着人民幣在離岸市場的推廣和國
際化發展步入新里程。在上海致力憑藉本身的條件發展成為一個全球金
融中心的同時，香港和上海之間進一步的跨境投資，加上股票、交易所
買賣基金 (ETF) 和其他證券在兩地雙重/跨境交叉上市，將進一步加強兩
地的金融合作。

雖然中國的企業仍然高度依賴銀行融資，但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對企業債
券產生興趣。尤其在當前银行银根及監管環境日益收緊的背景下，我們
預計這一情況還會持續。

雖然許多金融產品仍處於發展初期，但從股指期貨市場的發展情況便可
看出市場受壓抑的需求水準。新產品一旦獲批及成功推出市場，將可被
市場需求所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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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場


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 和深圳證券交易所 (深交
所) 的總市值超過4.2萬億美元1，較2005年7月的4,000億美元大幅上升。這兩個
交易所的總市值更超越了東京證券交易所(截至同一季度末的市值為3.6萬億美
元) 。現時已有2,000多家企業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

但是，自2005年以來中國的股票市場並不算風平浪靜。事實上，中國股票市場
在過去數年的波動遠遠超過先前的15年。價格波動與經濟和大型企業 (仍保持健
康的盈利水平)的整體表現的關聯度較低。經過2006年和2007年的巨大增长，市
場在2008年進入熊市，目前仍未回復至2007年的高位。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整體只有短暫的影響，但中國股市持續下滑，直至
2008年10月底才止跌回升。其後至2011年第一季度之間，股市一直波動，成交
量雖然大增，但股市的整體表現仍然疲弱。

表1﹕截至2010年底的上市公司數目

證券 類別 上海 深圳 合計
股票 A股 895 473 1,368

B股 54 54 108
中小企業板* 0 531 531
創業板* 0 153 153

債券 505 191 696
投資基金 13 93 106
香港 H股 163

紅籌股 102
非H股內地私人企業 327 

資料來源﹕Stirling Finance Limited
* 詳情請參閱本報告的其他章節

資料來源﹕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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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繼續是中國股市的重心。這些只供中國內地居民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買賣的人民幣計價股票，其重要性仍然遠高於規模較小的外幣B股市場
(供可動用外幣的國內散户投資者和外國人參與)。除了因為QFII的推出而受影響
外，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B股的重要性被進一步削減，市場不斷傳出A股
和B股市場日後會合並的推測。

圖1﹕中國證券交易所的市值 (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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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富時和Stirling Finance Limited (截至2011年3月底) 

2006年7月至2007年10月期間，計量中國A股市場的富時中國A全指飆升了324%，
而計量B股市場的富時中國B全指同期的升幅略低，為237%。2010年底，A股的
平均市盈率為18倍，相比2007年股市高位時的市盈率48倍更為健康。

這個數字亦較深圳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目前的市盈率42倍為佳。中小企業板在
2004年推出，是特別為有意集資的中小企业而設的上市板。截至2010年底，中
小企業板的上市公司數目為531家。雖然中小企業板幫助許多小型企業成功上
市，但自2006年以來其發展並不順暢。中小企业板市場略落後於A股市場，在
2008年1月升至高位後，在2008年11月跌至低位，此後處於持續復蘇中。

圖2﹕富時中國A全指和富時中國B全指 (美元、總回報)

18,000 

16,000 

14,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富時中國A全指 富時中國B全指 

資料來源﹕富時集團 (截至2011年3月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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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的意見

中國投資基金數目大幅攀升，
許多基金經理代表跨國公司進
行管理。我們認為這是中國資
本市場轉趨成熟的正面指標，
並預期未來10年投資基金將繼
續增加。 

2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3 萬得信息、CMS中國研究部 
4 www.simuwang.com
5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表的資料 
6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表的資料 
7 CBN Research 私募股權基金資料中心發表的資料

許多重要的A股公司亦同時以H 股形式在香港交易所 (港交所) 上市。除了H股，
在香港上市的其他中國相關公司包括紅籌公司和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這些
公司至少有30%權益是由中國內地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以及至少有50%的銷售
收入或經營資產是來自於中國內地。H股的交易價格一般比A股的價格低，但自
2007年開始，由於A股表現相對遜色，A股與H股之間的溢價差距大幅收窄。

投資者環境的轉變 
中國的股票市場正朝着更平衡的投資者結構發展。某種意義上，機構投資者已
取代散户投資者，成為了股票市場的主要驅動力。隨着投資基金、養老基金、
保險公司、企業、主權財富基金和QFII紛紛增加它們在中國股票的投資比重，國
內外機構在中国股票市場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雖然如此，散户投資者在市場內仍然佔有一定比重。於2010年底，中國家庭
儲蓄總額達到人民幣31萬億元，大部分是儲蓄與股票及互惠基金之間的轉換，
而機構持有的儲蓄總額則為人民幣25萬億元。按交投量計算，機構進行的買賣
約占40%，按價值計算，它們擁有約60%的中國流通股份。2由於散户投資者傾
向跟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取向，機構投資者的任何重大動作仍可能觸發市場波
動。

在2011年初，60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認
可的互惠基金達707支。開放式和封閉式基金的資產總額分別為人民幣2.4萬億
元和人民幣1.4萬億元。3股票基金和平衡基金分別占所有開放式基金的55%和
20%，余下的25%則以債券和綜合基金為主。

除了零售基金業務外，由有特別投資需求的高端個人和企業委託的獨立帳戶業
務自2007年開始日漸普遍。2010年12月，獨立帳戶的總基金規模達人民幣600
億元，表現最出色的10個帳戶去年為投資者帶來24%的回報率。4

保險公司資產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截至2010年底總資產已達人民幣4.9萬億
元。5而其中多達20%的資產可投資於股票和股票基金。保險公司一般較為活
躍，而基於其業務性質，保險公司傾向於長期、穩定的投資機會。

截至2010年底，中國補充退休金(企業年金)的資產總額上升至人民幣3,000億
元，6 而根據現行法規，多達30%的企業年金可投資於股票。

私募基金在中國亦持有許多股票，或許這是因為它們難以取得目標公司的控股
權。截至2010年底，活躍的私募股權基金數目超過600家，總資產達人民幣100
億元，基金經理數目達300人。但是，統計數字顯示超過三份之二的基金至少有
一半的資產分配在股市，而約10%的基金把超過90%的資產投資在股票上。2010
年，現有286家私募股權基金的平均回報率為10.6%。7

QFII的角色
中國政府在2002年推出QFII計劃，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者買賣在國內上市的股票
和債券。在此之前，外國投資者只可以投資B股市場。作為進入國內市場的渠
道，QFII現時已批准了100多家國際機構在中國證券市場投資，這些投資機構包
括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證券公司、主權財富基金、養
老基金和捐贈基金。據瞭解，現時還有另外100多家機構申請等待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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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底，國家外匯管理局 (外管局) 批准的總額度達197億美元，政府亦
已承諾最終會擴大額度至300億美元。

在實質投資方面，QFII基金傳統上採用較穩定和股票比重較高的策略。在一般情
況下，QFII的A股持倉大約維持在70%至90%。在實質表現方面，QFII的波動性雖
然較低，但其整體表現一般較為遜色。過去四年，QFII基金的平均年度回報率分
別為 124%、-65%、78%和-11%，而富時中國A全指（比較基準）在同期的回報
率分別為163%、-64%、103%和-4%。 

由於配額持有人看好A股市場，QFII的市場份額自2011年初開始持續上升。雖然
QFII的持股量不到股市總市值的2%，其影響力卻遠遠超過其規模。基於QFII的基
礎研究深度和相對成熟的風險管理和選擇方式，許多國內投資者均密切注意它
們的動向。

資本進出﹕主權財富基金
兩個主權財富基金－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社保基金) 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中
投公司)，對中國國內股票市場也有重大影響。

社保基金在2000年設立，是“最後的養老保障金”，以協助中國政府面對未來
的養老金挑戰。自設立以來，社保基金的規模、重要性和影響力均大幅提高，
資產總額由初始的200億元 (31億美元) 攀升至2010年底的8,570億元 (1,310億美
元)8，成為中國養老金領域內最大的機構投資者。就投資來說，社保基金必須以
直接投資形式把不少於50%的資產投放在國內銀行存款和國債，但其也可通過
外聘的基金經理把多達30%的資產總額投資在國內股票市場。

社保基金2010年年報 

上海國際板
雖然海外公司目前仍未能夠直接在中國上市，但有些海外公司已表明有意成為首批在上海擬推出的國際板上市的企
业。

在國際板出臺前，中國監管機構需要就財務報表、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的編制和審計要求，制定上市規則和市場法
規。以下是有待理清的一些重點﹕ 

‧ 	會計準則方法﹕非中國實體是否需要採用中國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如果允許採用其他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
表，是否還需要編制該財務報表與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報表之間的差異調節表?如允許採用《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編制財務報表，中國市場監管機構計劃如何執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詮釋? 

‧ 	非中國審計事務所的角色﹕監管機構會否就非中國會計公司審計在中國上市的非中國公司制定相關標準? 

‧ 	信息披露、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舉例而言，非中國實體是否須遵守國內上市實體適用的相同披露規定?它們的首
次公開发售招股章程是否須經過相同的審閱方式?是否須提供中文的招股章程和信息披露?

當國際板的規則公佈後，我們預期不少公司會通過在國內上市獲取中國儲蓄市場的流動資金。在理清這些事宜的同
時，將會對有意在中國股票市場集資的非中國實體帶來許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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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的意見

QFII的仲介人角色，受限於資本
進出中國的控制和計量。隨着資
本帳戶自由化，QFII將繼續是外
國投資的主要渠道，但我們預期
配額制度將有所放鬆。 

社保基金也持有債券和投資在私募股權基金，還獲得一些國有企業首次公開发
售的部分所得款項 (一般為10%)。基金持有的國內股票大幅增加，尤其是在全球
金融危機後，大部分國內股票成交價都處於歷史低位時。這不僅反映基金的長
遠投資目標，也顯示基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支穩定國內市場的強大力量。

中投公司促進國家龐大儲備的多元發展，並通過長期投資產生可觀回報。中投
公司的初始資本為2,000億美元，當中近三份之二投資在國內市場。中投公司通
過其商業旗艦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政府持有主要國家銀行和金融
機構的重大股權，包括國家發展銀行 (49%)、中國工商銀行 (35%)、中國農業銀
行 (50%)、中國銀行 (68%) 和中國建設銀行 (57%)。 9 這些股權連同其他國內和海
外投資的利潤，使中投公司的總資產規模在2010年底達到接近4,000億美元的水
平，資產的平均年回報率超過12%。10

資本流出—QDII
QFII計劃允許國際資本流入內地金融市場，而在2006年4月推行的合格境內機構
投資者 (QDII) 計劃則允許五類中國實體投資海外，包括銀行、信託公司、基金
公司、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該等實體可自行或代表散戶或其他客戶，投資獲
批准的海外市場的債券工具、股票和衍生工具。該等實體須分別獲得監管機構
和外管局的許可和配額。截至2010年底，95家中國機構已獲授QDII資格，其中
88家的獲分配的配額共達684億美元。11

QDII市場為中國散戶和機構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渠道，通過減少過多的內部流
通資金和減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協助國內投資者分散市場風險。就此而言，
QDII市場由於提供其他投資選擇和抑制貨幣投機因素，因而亦對國內資本市場
產生影響。

在多個大型基金於2007年推出後，QDII市場在2008年和2009年相對安靜，直
至2009年12月再重新升溫。許多國內基金公司尋求建立內部QDII研究團隊，顯
示它們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假以時日，國際參與者作為橋樑的角色或許會減
低。QDII經理不再純粹尋求國際合作伙伴聲稱提供的特別QDII服務，更重要的是
他們開始物色潛在機會，希望通過與國際基金公司合作，以擴大本身的全球業
務版圖。

近期的創新發展
深圳的二級創業板市場、股指期貨的推出和容許QFII投資者買賣期貨，是推動股
票市場環境更趨成熟的三個最新發展。

為新公司而設的創業板
深交所在2009年10月推出創業板，為技術和醫藥等高增長行業的企業提供上市
平臺。雖然創業板對企業的資本要求遠低於主板或中小企業板，但基於透明度
和風險管理的目的，創業板在其他領域有更嚴格的要求 (如業務經營、信息披露
和股票出售限制)。

中投公司2009年年報。這些權益並沒有在二級市場買賣 
10 中國媒體有關中投公司的報導 
11 資料來源﹕外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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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被視為擴大中國產業結構和促進經濟改革的重要資本市場工具，尤其是
因為部分新公司目前仍然難以獲得銀行融資。截至2010年底，已有153家企業
成功在創業板上市，總市值達人民幣7,370億元，包括在公開市場籌集的人民
幣1,170億元。創業板企業的平均市盈率為60倍，顯示投資者對創業板極感興
趣。12

推出市場期待已久的股指期貨
在當局正式推出保證金交易和賣空後，中國最終在2010年4月容許投資者參與股
指期貨。投資者現時可以通過更複雜的投資工具，在市場的升跌中均可獲利。
雖然散戶對股指期貨的興趣較高並且准入的資金門檻較低，但股指期貨的規則
相對較為嚴格，包括單一買賣帳戶的最低存款要求為人民幣500,000元及12%保
證金要求。合資格的散戶投資者亦必須擁有商品期貨買賣或股指期貨模擬買賣
經驗，反映監管機構為國內投資者逐步開放新投資渠道時抱有審慎的態度。股
票基金、平衡基金和保本基金現時也可以參與買賣股指期貨，而債券基金或貨
幣市場基金是否可參與買賣仍有待進一步公佈。

首個且是唯一一個的股指期貨是基於滬深300指數，涵蓋全國約六份之一的上
市股票，占市值約60%。目前當月、下月和3月、6月、9月和12月週期的隨後
兩個季月的活躍合同數目共4份。期貨價格亦會在先前收市價的10%幅度之間增
減。截至2010年底，買賣的合同數目達460萬，每日平均成交量平穩，大約為
250,000份即期合同 (相當於約380億美元名義值)。

股指期貨市場對散戶投資者極具吸引力。在交投第三天，股指期貨的成交價值
已經超過在上交所買賣的股份價值。雖然中國證監會實施嚴格的指示以妥善監
管市場運作，但市場明顯極受投機活動影響，較為波動，其真實反映相關股
票市場方向的能力也受限制。股指期貨市場正走向成熟發展，流通量將持續增
加。 

12 萬得信息、CMS中國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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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QFII買賣股指期貨
為進一步開放中國金融市場，中國政府最近公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股
指期貨交易指引》 (《交易指引》)，為QFII提供新的對沖工具、另一個投資選擇
和與國內投資者公平競爭的平臺，以容許QFII參與國內股指期貨市場。

但是，《交易指引》載列嚴格的規限，體現了政府對待這個新的金融衍生工具
市場的審慎態度。由於散户投資者往往視QFII的投資為明顯分散A股市場投資的
指標，QFII參與股指期貨也具有影響力。QFII憑藉在國際市場買賣指數的經驗，
可協助擴充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者群體。

監管環境的轉變
在投資者結構的變化和容許產品創新上，中國監管機構 (尤其是中國證監會) 扮
演着關鍵的角色。由於市場對新金融產品的需求被壓抑，當政府和監管機構有
所舉措時，市場通常可以極為迅速地作出反應。

對新基金法的展望
為了改善市場透明度，中國向業界發出一份有關修改當前監管基金管理業務的

畢馬威的意見

雖然部分規定比較嚴格，但股指
期貨是資本市場漸趨成熟的反
映。QFII將能夠以與國內對手類
似的方式買賣股指期貨，以作對
沖(而非投機)。QFII不得在離岸市
場發行以股指期貨作為工具的金
融衍生工具，它們可持有的期貨
合同的每日價值也有限制，並只
可以在一家銀行開設帳戶作託管
服務，而用作期貨買賣的期貨經
紀商不可多於三個。 

法例的咨詢文件。新的基金法可能涉及對在2003年頒佈的現行法例作出多項修
訂，可能包括允許基金經理為個人帳戶買賣股票和衍生工具，目前這在中國是
被禁止的。

政府繼續探討放寬監管可如何促進市場運作，但又不會增加內幕人士交易的
風險。中國證監會已表示其可能擴大對基金經理的監管，包括實地調查基金經
理。

其他重大的發展包括中國證監會有關非公開基金的建議監管、容許非公開基金
進入公開零售基金市場。通過向中國證監會登記，非公開基金經理可提呈發售
公開基金 (須經審批)。基於非公開基金經理的專業知識和可提供的服務 (特別是
財富管理業務)，這可能加劇非公開基金經理與公開基金經理的競爭。

放寬針對保險公司的投資規則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保監會) 在2010年8月頒佈新的投資指引，旨在擴大保
險公司在國內的投資範圍，以及提升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匹配能力。

新規則由2010年8月31日起生效，內容重點包括至少5%的總資產須為銀行存
款、政府債券/證券和貨幣市場基金，以及最多20%為股票和股票基金(先前的
法規只包含互惠基金)。有關其他資產類別投資的政策也有所放寬，包括私募股
權、基礎建設和房地產。由於有更多的投資渠道，新指引被廣泛視為有利於保
險公司的發展。截至2010年底，保險業的資產總額達人民幣4.9萬億元，意味着
多達約人民幣1萬億元可投資在股票，相當於現時股市總市值的4%。

© 2011畢馬威企業咨詢 (中國) 有限公司 — 中國外商獨資企業，是與瑞士實體 — 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 (“畢馬威國際”) 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12 | 中國資本市場 - 瞬息萬變的形勢

離岸發展
當局自2010年中開始放寬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管制，促使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迅
速發展。首只人民幣基金和人民幣計價保單的推出，為外國投資者提供新的人
民幣計價資產投資渠道。這也是在海外市場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發展和人民幣國
際化的例子。

雖然香港仍然是大型中國企業首次公開招股的主導中心，但上交所在過去五年
不斷成長，截至2010年底，上海和香港股票市場的总市值已旗鼓相當。由2010
年12月起，港交所容許中國企業提交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帳目。雖然港交
所表示有關措施是為了協助國內企業減低合規成本和提高市場效率，但事實上
於2006年2月15日頒佈的新中國會計準則其實已頗接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的規定。

上海正計劃推出國際板，在正式推出時必定能夠吸引外國企業和當地投資者。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也會由於上市選擇更多而受惠。首支人民幣計價股票剛於
港交所上市。這種兩地雙重/跨境交叉上市最終會有助提升上海和香港上市公司
的整體品質，並有效提升兩地市場的廣度和深度。

進一步的資本流入﹕小QFII
即將推出的小QFII計劃是另一個資本流入的渠道。作為原QFII計劃的變化版本，
小QFII允許中國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合格香港子公司，通過投資產品把香
港的人民幣存款投資回中國內地金融市場。

小QFII計劃將受中國證監會監管，在貨幣和可能的投資範圍上將有別于原來的
QFII計劃。如表2所示，參與者須另行取得許可和額度批准。

由於不少中國企業的香港子公司正積極籌備申請許可證，市場預期開始時小QFII
的資產很有可能被限定投資在債券產品，而股票投資將會逐步放寬。

市場一般預期該體系的初步規模為人民幣30億元，相當於QFII承諾總額度的10%
左右。雖然小QFII計劃在開始時對A股市場產生的影響會有限，但該等計劃一定
能提高人民幣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力。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資料，截至2011
年3月，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總額達5,100億元。

表2﹕QFII與小QFII 

QFII 小QFII
合格申請人 外國證券公司 中國證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

外國基金經理 中國基金管理的香港子公司
外國銀行
外國保險公司
其他，例如養老基金和主
權財富基金等

貨幣 來自外國的外幣 (通過中國
託管銀行兌換為人民幣)

只包含來自香港的人民幣，毋須進
行貨幣兌換

配額 最終為300億美元 市場預期﹕30億美元
投資範圍 上市股票 待定

上市債券
投資基金 (包括ETF)
認股權證
股指期貨 

資料來源﹕Stirling Financ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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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跨境上市
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合作日益緊密，例如香港已有24只追蹤內地股票指數表
現的ETF上市。這類產品以富時中國A50指數等指數為基準，可供香港和外國投
資者投資。

由於內地投資者繼續在國內市場資產之外尋求進一步分散投資資產，上交所和
深交所亦正在計劃在本年度推出第一隻跨境ETF。相關的投資將包含多家在港交
所上市的公司。

由於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具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背景，包括來自香港、中國內地
和亞洲以至世界其他地區的公司，跨境ETF可為中國投資者提供一個更廣闊的
離岸投資領域。但是，由於較熟識相關的H股公司，內地證券交易所可能首先
推出H股ETF。2009年10月，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推出一隻上市開放
式QDII基金，追蹤在香港上市的H股，這可以被視為是ETF跨境上市階段前的序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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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QFII的持續角色
郭子中　平安證券QFII部門主管 

平安證券是連系QFII與A股市場的橋
樑，在分析趨勢和不同額度持有人的
策略上佔據重要位置。

“我預期在未來5至10年，QFII仍然重
要，”平安證券QFII部門主管郭子中
說，“我們可看到，QFII的份額由占總
市值的1%上升至3%或5%。這對於國內
市場的影響有限，但將能夠提升投資
者基礎的穩定性，並必定更能吸引全
球各地的投資者。”

現時約110家企業獲批准投資在中國A
股市場，其中一部分已利用它們的額
度設立QFII基金，包括摩根大通、摩根
士丹利、德意志銀行、宏利資產管理
和大華資產管理等。郭子中知道至少
還有50家企業正排隊申請QFII許可。
除了大部分大型投資銀行和互惠基金
已經獲得額度外，保險公司、銀行和
基金公司也獲得了相同待遇。部分臺
灣機構近日也取得了許可。除了加拿
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養老基金外，
其他來自南非等其他國家的銀行也正
在等待審批。

美國多個常春藤聯盟捐贈基金也都獲
得了配額。郭子中知道有一些私人銀
行有意申請QFII許可，瑞士寶盛銀行有
限公司即是私人銀行獲發QFII資格的先
例。他認為當局仍會以審慎的速度作
出審批，因為申請人必須先經過中國
證監會 (投資許可) 和外管局 (額度批
核)。郭子中表示，雖然有些申請需時
較短，但從許可申請至產品獲批和獲
分配額度的時間可長達18個月。

作為平安集團的子公司，平安證券和
其同系公司以經紀行身份，為QFII提供
買賣中國A股的交易平臺。平安證券
擁有研究能力和一支行政工作咨詢團
隊，可在申請流程上提供協助，並通
過其遍及全國的網絡幫助發掘投資機
會。

外管局目前為止共批准了共200億的總
額度美元。郭子中認為將來他們會有
更大的發展空間。“QFII一直被視作先
驅，因為它們擁有自己的研究和投資
團隊，可在股票選擇上提供指導，”
他解釋道，“但是，QFII的組成越來越

多樣化。我們開始發現更多變的股票
選擇方法。部分QFII正在申請投資於創
業板上市的公司，它們挑選規模較小
但具有高增長潛力的股票。”

展望將來，郭子中預期會有更多的發
展，並且可提高市場的深度。“當
前仍然欠缺如衍生工具等用以管理風
險的工具，ETF的選擇亦有限，”他
說，“在這個經濟增長發展的時代，
能夠成為市場參與者的一份子，實在
讓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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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市場
 

中國的債券市場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金融體制改革和最近政府推行
的刺激經濟措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與其他成熟市場比較時，債券市
場在資源配置上的角色仍然有限，而且未能滿足中國經濟迅速增長所創造的需
求。一方面，債券發行商的結構並不平均。超過80%的存量屬於政府債券、央
行票據和金融債券，而信用類債券的發展相對較慢。另一方面，審批和監管機
構仍未統一，而且還未實現市場為本的發行體制。交叉市場發行和債券買賣的
限制妨礙投資者在跨市場內投資和買賣，另外還欠缺一個統一和聯合的結算系
統。

2010年，債券市場共發行債券人民幣9.51萬億元，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
債券占98.3%。央行票據、政府債券以及政策性金融債占到銀行間債券市場總發
行量的82.8%，較2007年的92.2%有所減少。扣除央行票據後，政府和企業通過
債券市場共籌資人民幣4.85萬億元。其中，政府和政策性銀行籌資規模為人民
幣3.22萬億元，而企業類機構籌資規模為人民幣1.63萬億元。13

圖3﹕2007年至2010年按類別劃分的已發行銀行間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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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類債券 年同比增長13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達人民幣10億元的外國債券只在2009年發行。這個數額沒有顯示在
圖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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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有多個因素推動債券市場的增長，這些因素包括﹕ 

‧ 2005年銀行間債券市場推出短期債券； 

‧ 2007年中國證監會推出公司債券； 

‧ 2008年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 (交易商協會)推出中期票據； 

‧ 2009年中小企業集合票據首次成功發行，對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發揮了
積極作用；及 

‧ 2010年推出了信用衍生產品風險緩釋工具以及270天期限的超短期融資券，
進一步豐富了投資品種。

此外，發債幣種也從人民幣擴展到其他外幣幣種。交易方式在初期的現券買賣
和質押式回購等基礎方式上，逐步推出買斷式回購、債券遠期、債券借貸、利
率互換和遠期利率協定等其他交易方式。

自1997年商業銀行被禁止在交易所市場買賣後，交易所和銀行間債券市場成
為兩大債券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參與者是各類機構投資者，屬於大宗交易市
場；交易所債券市場也容許個人投資者參與，屬於集中撮合交易的零售市場；
銀行櫃檯市場是銀行間市場的延伸，也支援零售市場，交易的證券多為未在交
易所掛牌上市的證券。

圖4﹕截至2010年底債券市場存量結構

交易所債券市場 銀行櫃檯市場和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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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間債券市場 
94%

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銀行間債券市場繼續是社會資金配置和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平臺。截至2010年
底，債券市場總託管量為人民幣20.17萬億元，較2007年增長63.6%。其中，銀
行間債券市場託管量為人民幣18.88萬億元，託管量較2007年增長69.5%。14 

14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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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公司債券破冰以來，交易所債券市場近三年來發展緩慢。截至2010年
底，共發行公司債券90支，發行額度為人民幣1.46萬億元。15由於公司債發行數
量少和成交量低，使得公司債二級市場的定價機制無法完全發揮，制約了公司
債市場的發展，交易所債券市場在發行規模和存量規模方面遠遠落後於銀行間
債券市場。2009年，鑒於市場需要激勵，中國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 (人民銀
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監會) 積極推動商業銀行在證券交易所參與
債券交易試點相關工作。2010年9月30日，中國證監會發佈《關於上市商業銀
行在證券交易所參與債券交易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容許商業銀行充分利用
交易所市場和銀行間市場相互補充的優勢，優化其資產配置。

債券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圖5﹕2007年至2010年債券市場投資者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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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債券市場投資者數目不斷增加，它們正分散投資。截至2010年底，銀行間債券
市場參與者共有10,235家，較2007年增長44.3%，商業銀行仍然是債券市場的首
要參與者。2010年新增開戶機構接近1,000家，包括581家互惠基金、309家企
業、54家銀行、26家信用合作社、11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和4家保險機構。16

債券市場投資者結構正由銀行體系獨力承擔債券市場風險的格局，逐步向銀
行、保險公司、互惠基金、證券公司、個人投資者及海外投資者等合力承擔
的格局轉變。從託管量來看，不考慮特殊結算成員，保險公司、互惠基金、
證券公司和個人投資者的託管量已從2007年占總額的14.9%，提高到2010年的
18.9%。 

15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16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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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的意見

中國企業仍然十分依賴銀行融
資，但現時正出現結構性轉移。
公司債券在債務證券市場的比重
不高，但增長迅速。尤其在當
前銀行和監管環境日益收緊的背
景下，我們預期這一情況還會持
續。 

圖6﹕不同債券投資者所持投資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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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各類債券投資者持有的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公司債券和短期債券存在明顯差
別。就政府債券來說，首三類投資者 (不包括特殊結算成員) 為商業銀行、保險
公司和互惠基金。至於政策性金融債，基於其風險低且回報較高的特性，商業
銀行、保險公司和互惠基金持有的比重相對較高。公司債券方面，保險公司是
主要的投資者，其次是商業銀行和互惠基金。商業銀行是短期債券的首要投資
者。大部分金融機構投資債券市場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約束，包括可投資債券
等級與投資資金比例的限制等。現階段中國債券產品以中高信用等級為主，低
信用等級債券非常少。產品與需求的不匹配間接地限制了部分投資者的投資意
願。

圖7﹕買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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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市場交易情況
2010年，中國債券市場成交總額為人民幣162.81萬億元，比2007年的人民幣
63.13萬億元增長了158%。17從1999年開始，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的發行利率
也通過市場化招標方式確定。中國債券市場自2007年正式確立做市商制度。目
前，銀行間債券市場做市商業務利潤比較低，銀行多是從市場義務角度出發，
並沒有太大的驅動力。此外，現有業務主要集中在金融機構之間，向非金融機
構和零售市場延伸較少。此外，債券市場交易品種缺乏和風險對沖工具有限等
因素，也制約了做市商業務的進一步發展。 

隨著市場廣度和深度的不斷拓展，銀行間債券市場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債券
收益率曲線，為全國金融產品定價提供了參考基準。2010年1月至8月期間，長
期債券收益率不斷走低，其後自9月開始逐步回升。總體來說，國債收益率曲線
平坦化調整貫穿全年。其中1至3年期債券收益率有所上升，而銀行間1年期固定
利率國債收益率漲幅達184個基點。

中國信用評級行業的發展
中國債券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和產品種類日益豐富，為中國評級行業發展創造了
良好的外部環境。經過多年的經驗積累，在競爭壓力與監管強化的背景下，中
國信用評級機構不斷推進自身的基礎建設，在合規、技術、系統、人才以及國
際化等方面均有長足進展。

有跡象顯示信用評級機構確立了合規導向的制度體系，在信用評級的專業性、
獨立性、利益衝突管理、資訊披露及透明度等方面均制定了較為完善的行為規
範和控制制度。2010年10月21日，交易商協會信用評級專業委員會在北京成
立，成為首家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的信用評級行業自律組織。

在評級方法及標準方面，信用評級機構在吸收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理念和技術
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運行的信用環境，建立了定性與定量分析技術和工具
相結合的較為系統的方法體系。

中國信用評級機構日益重視國際交流與合作。截至2010年底，多家信用評級機
構與國際同業進行了合資與合作。多家評級機構成為了亞洲信用評級協會的會
員，申請國外評級資格的認證，發佈主權評級報告。中國信用評級機構力圖抓
住後危機時代的機遇，加快實現國際化發展進程，積極參與國際信用評級技術
與標準體系和規則的構建與制定，與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平穩運
行。 

17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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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創新發展
供非金融企業使用的債券融資工具豐富了企業直接融資管道，而創新的信用違
約掉期(CDS)產品改善了市場風險分擔機制，並提高了直接融資比重。因此，債
券市場開始在資源配置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截至2010年底，非金融企業債務
融資工具存量約為人民幣3.81萬億元，較2007年增長了361%。尤其是中期票
據，自2008年推出以來發展迅速，成為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主力融資工具。

表3﹕2010年和2007年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存量
單位﹕人民幣10億元、%

債券類別
2010年 2007年 增長率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企業債券 1,480.43 38.84 445.5 53.83 232%
短期債券 690.99 18.13 319.61 38.66 116%
中期票據 1,382.10 36.25 - - -
資產支持證券 14.19 0.37 31.37 3.80 (55%)
公司債券 164.64 4.32 5.2 0.63 3,066%
可轉換債券 79.63 2.09 25.48 3.08 213%
合計 3,811.97 100.0 826.71 100.0 361%

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網站的資料和萬得資訊有限公司

從發行企業的類別來看，目前，中國進行債務融資的主力軍還是以具有國資
背景的企業為多，眾多的民營及中小企業還未能充分利用金融市場實施債務融
資。

面對漸增的信用市場規模，中國信用衍生產品領域卻基本處於空白狀態。為豐
富市場參與者信用風險管理手段，完善債券市場風險分擔機制，促進金融市場
持續健康發展，交易商協會於2010年10月正式推出了信用風險緩釋工具試點計
劃。2010年11月5日，中國首批信用風險緩釋工具正式上線。國家開發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
行、德意志銀行及中債信用增進股份投資有限公司等9家不同類型的交易商，達
成了首批20筆信用風險緩釋合同，名義本金合計達人民幣18.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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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的意見

公司債券市場由少數發行人主
導，大部分為國有或前國有企
業。隨著市場發展，我們預期
將會有更多民營企業進入債券市
場。 

18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19 德意志銀行研究﹕點心債券的吸引力 ( The Allure of Dim Sum Bonds)，2011
年3月31日 

非政策性債務融資工具 
圖8﹕2007年至2010年非政策性債務融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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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次級債券

混合資本債券

商業銀行債券

非銀行金融機構債券

目前，國內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務融資工具主要有金融債券、次級債券和混合資
本債券三種。在銀監會的資本監管日益趨嚴的情況下，銀行紛紛通過發行次級
債券的形式來補充附屬資本，次級債券的發行量日益擴大。尤其是2009年在積
極財政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下，信貸迅猛增長。銀行為補充資本金發行了近人
民幣3,000億元次級債券。2010年信貸增速回歸正常，加之監管機構建議銀行通
過股權融資補充核心資本金，次級債券發行量回落至2004年至2008年的水平。

2009年銀行間債券市場重新啟動發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債券，全年發行金額達人
民幣225億元，共8期全部為財務公司發行。為加大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支持力
度，2009年9月，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發佈公告，增加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
融公司發行主體資質，進一步豐富了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行主體類別。2010年，
金融租賃公司共發行了4期達人民幣35億元的金融債券，而汽車金融公司則發行
了1期達人民幣15億元的金融債券。18

市場的開放和發展
雖然中國債券市場逐步開放，但在某些範疇上仍有限制。一級市場上，國內債
券的發行主體局限於國內機構，國外機構境內發行債券的通道尚未打通。二級
市場上，雖然一些QFII能夠參與交易，但國內投資者仍然是主要參與者。國內投
資者投資境外債券市場雖然已經初具規模，但還有待於繼續推進。

債券市場國際化進程已經加快，但仍有推進空間。從2007年中國政府批准國內
金融機構到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以來，超過60筆離岸人民幣債券在香港發行，
集資金額達人民幣800億元。19

© 2011畢馬威企業咨詢 (中國) 有限公司 — 中國外商獨資企業，是與瑞士實體 — 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 (“畢馬威國際”) 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22 | 中國資本市場 - 瞬息萬變的形勢

畢馬威的意見

現時有多家國際機構合資格在銀
行間債券市場買賣。這是債券市
場另一個令人振奮的發展進程，
可帶來更豐富的國際投資實踐經
驗。 

國家出臺政策鼓勵在境內銀行間市場發行美元債券，用於置換國有大中型企業
的高成本外債。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於2009年5月11日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規模為
10億美元的3年期票據，用以支持其海外項目。這是中國非金融企業在境內發行
的首只外幣計價債券。境內美元中期票據的成功發行，為企業提供了新的外匯
融資管道，有利於境內有實力的企業外匯融資管道多元化，使企業能夠以較低
的成本募集到外匯資金。

2010年8月，人民銀行對外發佈《關於境外人民幣清算行等三類機構運用人民幣
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試點有關事宜的通知》，明確了三類合格境外機構可合法
使用人民幣投資於銀行間債券市場，向市場傳遞出境外人民幣資金將逐步獲准
進入內地資本市場的信號。

2010年10月，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發改委) 和中國證監
會修訂了《國際開發機構人民幣債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從2010年9月開始，
發行人發債所籌集的人民幣資金可以直接匯出境外。

不斷優化監管環境和政策以加快債券市場增長
2007年以來，中國債券市場的監管環境不斷優化。2008年4月9日，人民銀行發
佈了《銀行間債券市場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管理辦法》，規定人民銀行今
後將把債務融資管理中屬於自律約束性的、日常程式性的事務移交由交易商協
會實行自律管理，強調要發揮市場參與主體的作用，逐步形成政府職能監管與
市場自律管理相結合的市場運行機制。

政策法規方面，國務院辦公廳於2008年底發佈了《關於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
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擴大債券發行規模，積極發展企業債券、公司債券、
短期融資債券和中期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

發改委也點出它希望看到的四個範疇﹕一是擴展融資空間，改變原來發改委事
先下達全年債券發行的最高額度的模式；二是提高融資效率，將先核定規模、
後核准發行兩個環節，簡化為直接核准發行一個環節，以提高發行效率和縮短
發行週期；三是擔保模式多樣化，以推動企業債券市場穩定性；四是強調不斷
優化市場基礎環境，形成由市場識別風險、承擔風險、控制風險的有效機制。

有待改進的範疇包括提高企業償債意識、強化資訊披露和充分發揮仲介機構
作用，做好信用評級、承銷組團、利率確定、財務審計和法律意見等方面的工
作。

2009年5月，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於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
該意見第十點“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指出，“完善債券市
場化發行機制、市場約束與風險分擔機制，逐步建立集中統一的債券市場監管
規則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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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展望
中國債券市場的規模相對較小，意味著有進一步加強金融產品的創新，完善交
易規則和市場基礎環境，以擴大和深化債券市場的需要。

未來中國債券市場將根据市場需求，在產品、發行人類別、債券期限、計息方
式、擔保方式及債券幣種等方面不斷多元化發展。適當的支持創新產品和發展
合適的機制將十分重要。其中一個創新手段在於債券發行的方式，例如研究推
出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私募發行方式。另一個方式是加快產品創新步伐，
進一步擴大資產證券化業務；創新境外企業發行人民幣債務融資工具，滿足外
資企業的人民幣直接債務融資需求。再者是推動制度創新研究，包括推出雙邊
淨額結算、多邊淨額結算和日間批量結算等多種結算形式，以提高結算效率和
降低風險。

其次，培育和發展合格機構投資者，以進一步豐富投資者結構。一是推動各種
類型機構投資者進入債券市場，促進市場需求的多樣性和多元化，以達到活躍
市場交易的目的。二是儘快出臺配套制度和措施，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銀
行間債券市場進行債券交易。

當局也需要通過加強信用評級體系，建立健全市場化自我約束機制。方法包
括創新信用評級方式，探索真正為投資者服務的評級機構治理營運模式，大力
培育合格的信用評級機構，建立和完善專業行為準則和規範。更廣泛地強化資
訊披露制度建設，建立層次清晰、易於操作的資訊披露制度體系，強化資訊披
露制度對相關利益主體的約束力，不斷提高資訊披露的時效性、連續性和全面
性。

根據市場實際需要，在資訊可得、風險可控的原則下，適時研究推出信用風險
管理工具，使投資者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和承擔能力，採用市場化的手段分散和
轉移風險，從而完善投資者的風險承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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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促進市場整體發展

呂紅　通力律師事務所 

呂紅是上海通力律師事務所資產管理
部的合伙人，曾就股票基金、債券基
金、貨幣市場基金和ETF等產品的建
立，向約40名基金經理和信託公司提
供咨詢服務。在她服務的客戶中，外
商合資企業和國內公司各占一半。呂
紅的工作包括就新基金的設立提供咨
詢和合同安排草擬服務，協助客戶就
成立新合資企業進行磋商，以及協助
客戶取得監管批文。

呂紅亦曾為多家國際投資銀行提供咨
詢服務。這些銀行為擁有可在國際市
場投資的QDII配額的國內基金出任顧
問。“全球有眾多基金供中國基金選
擇，因此，國際機構在這裡扮演一個
重要角色。要在這些基金中揀選最合
適的基金來投資，有時是一項艱巨的
工作，”她說。

中國市場的一大特色在於機構可能需
要應對中國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
三大監管機構的其中一家。“中國的
資產管理市場仍受高度監管，外國公
司需要瞭解有關的限制、指引和法律
風險，”呂紅解釋，“中國的監管環
境較香港和美國複雜，在香港或美
國，公司只需要應對香港證監會或美
國證交會。”

呂紅分享有關一家跨國公司的例子。
該家公司花了許多時間在監管合
規上，但其後才發現找錯了監管機
構。“如果企業一開始沒有尋求正
確的咨詢，就可能會走錯路了，”她
說。

國內經理在申請QDII時，也特別需要
瞭解監管規定。“現時可申請QDII資
格的機構有四大類，包括基金公司、
證券公司、銀行和信託公司，”呂紅
說，“視乎提出申請的公司類別，取
得QDII許可的相關法規、準則和時間
可能差异很大。”

呂紅認為，中國市場在過去兩、三年
有許多發展。“本地的基金公司、證
券公司和信託公司發展漸趨成熟。投
資組合經理累積了許多經驗，具備更
合理和專業的投資者理念。它們進行
更深入的研究，能夠基於相關價值作
出更好的決策。”隨著它們建立起本
身的實力，不少基金公司後來甚至能
夠與國際公司合作。

由於許多國內基金公司正在海外物色
能幹的基金經理，呂紅預期中國市場
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她相信中
國市場會有越來越多具備豐富經驗的
基金經理。

由於審批手續放寬了，市場出現更多
種類的產品。呂紅認為這會加劇市場
競爭，並推動市場改革。“過去，市
場推廣在吸引投資者方面十分重要。
但今時今日，產品的實力更為重要。
面對更多的產品，投資者可以清楚比
較哪些產品表現最出色，意味著市場
推廣的重要性已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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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
市場 

中國的衍生產品仍在發展初期，但由於企業正在面對商品價格的不斷上升和匯
率的波動，實體經濟和金融行業對有助於控制經營風險的衍生產品的需求日益
增加。匯率改革和銀行間結算能力提升，意味著中國資本市場環境日漸成熟，
將可為衍生產品的增長創造有利條件。

由於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看到衍生工具買賣所帶來的潛在系統性影響，中國監
管機構對市場採取審慎的態度。監管機構最關注的仍是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市場
可能對總體經濟環境的影響。

市場在過去兩年逐步擴展。現有產品市場有所發展，而全球環境並沒有阻礙監
管機構推出多個新的工具，最突出的是股指期貨和類似CDS的信用產品。截至
2010年底，中國衍生工具市場所提供的產品類別包含主要的金融領域，如利
率、外匯、股票、商品和信貸。當新產品獲批後，市場幾乎是立刻作出反應。
舉例而言，2007年11月，在當局公佈有關人民幣遠期利率的法規後，中信銀行
就在同日與另一家金融機構訂立了首份人民幣遠期利率協議。

推出人民幣期權交易的條件已經成熟──人民幣兌外幣的匯率波動區間擴大、
中央金融結算系統的成立和人民幣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發展，為中國發展更
成熟的金融市場提供堅實基礎。

近期的市場和監管環境變化

利率和外匯衍生工具
基於市場中的18家做市商，包括國家控制的四大商業銀行，以及滙豐銀行和花
旗集團等國際銀行的子公司，中國銀行間外匯衍生工具市場有長足的發展。由
於政府頒佈了人民幣外匯改革計畫，這個趨勢很有可能將會持續。根據中國外
匯交易中心的統計資料，外匯掉期和遠期市場的名義金額已發展至每月達數千
億美元。在人民幣兌主要貨幣升值的背景下，外匯掉期和遠期市場的增長意味
著中國的銀行有需要對沖它們的外幣持倉。

利率掉期是銀行間人民幣利率衍生工具市場內最受歡迎的工具。做市商多達20
家，交投量穩步上升。2010年12月，利率掉期的每月名義交易金額達人民幣
3,000億元。金融機構也經常利用債券遠期交易，2010年的每月交投量介乎人民
幣數百億至數千億元。債券遠期市場有一個特點，就是大部分交易由城市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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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完成，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份額較低。但是，市場並沒有很重視人民幣遠
期利率協議。2010年遠期利率協定的交易量有限，名義金額為人民幣31億元。

當全球金融危機在2008年爆發時，許多國有企業與外國金融機構進行的衍生工
具交易產生大額虧損。銀監會遂發出新指引，建議對金融機構向客戶提供的衍
生工具業務實施更嚴格的規定。部分銀行和它們的客戶沒有就衍生工具交易執
行充分的風險管理，而新法規成功令過度增長的場外衍生工具市場降溫。

股本衍生工具
2010年推出的股指期貨使中國金融市場更多元化，原因是過去投資者並不可以
持有空頭頭寸。由於在股市大跌時，投資者不用出售股份就可以對沖風險，因
此預期市場的波動性會減低。2010年4月至12月，累積的期貨合同量超過9,100
萬手，成交額約為人民幣82萬億元，占中國整體期貨市場約27%。20

機構投資者(包括互助基金、經紀公司和QFII)和個人投資者均可參與股指期
貨。QFII可在內地認可期貨經紀商中開設最多3個帳戶來買賣股指期貨。它們
只可以為了對沖目的而買賣股指期貨，不得進行投機買賣。在每個交易日收市
時，QFII持有的指數期貨合同不得超過其QFII總額度。為避免經常進行即日買
賣，監管機構也規定指數期貨的當日交投量不得超過QFII總額度。

為了控制期貨交易固有的高風險，監管機構已制定多項規則。例如，投資者須
存放的最低交易保證金為合同價值的12%。個人投資者不得持有超過100手期
貨，以減低市場過度投機的風險。此外，個人投資者的入場費至少為人民幣
500,000元。

期權市場環境截然不同。2005年，中國推出一個向公眾投資者出售大批非流通
國有股份的計畫，標誌中國市場重新推出認股權證。上市公司獲准發行認股權
證，以解決它們要把先前非流通股份上市的計畫。認股權證成為了上市公司的
另一個融資管道，也成為了投資者買賣的另一種金融工具。 

2008年，認股權證市場興旺，交投量達人民幣5.9萬億元，相當於上交所總交投
量的22%。21但是，市場在年底頓時冷卻下來。到2010年底，只有由四川長虹發
行的一隻認股權證仍在上交所買賣，數目較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有20多隻認股
權證的高位下降。市場波動和價格無常變動使許多投資者不敢貿然參與認股權
證市場，而由於有其他融資管道，認股權證市場復蘇前景渺茫。

信用衍生工具
中國國內債券市場的整體規模在近年迅速增長，但就如上一章節所述，企業發
行的債券比重仍然偏低。

政府已經意識到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於缺乏對沖工具以供投資者妥善管理信用評
級較低的發行人所發行債券的風險。雖然部分西方國家指信用衍生工具令全球
金融危機惡化，但中國監管機構一直在考慮以審慎和漸進的方式推出國內信用
衍生工具市場體系，以及實施更嚴格的法規以控制潛在風險。

2010年10月，人民銀行批准銀行間市場信用衍生工具交易指引。認可市場參與
者遂在2010年11月開始買賣信用衍生工具。根據人民銀行指引，市場參與者可
買賣兩類信用產品。其中一類是信用風險緩釋合約 (CRMA)。信用風險緩釋合約
類似國際市場內的CDS，但其相關結構較為簡化，標底資產只代表債務實體發行 

20 中國期貨業協會 
21 上海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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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的意見

雖然衍生工具仍處於發展初期，
但只要產品符合市場需求，如股
指期貨等，那麼一旦推出，市場
就會有迅速發展。 

某一特定債項，而非一般信用違約掉期合同所界定的一組債項。另一類是信用
風險緩釋憑證 (CRMW)。有別於場外衍生產品，信用風險緩釋憑證屬於標準合
同，在作為獨立工具發行後可於銀行間市場買賣。這大大增加了市場流通量，
並降低了交易對手信用風險。

人民銀行指引對信用衍生工具市場參與者制定了高要求，範圍包括最低資本、
估值、風險管理能力和富經驗的人員。此外，從交易意向來說，市場參與者可
分為三個層次﹕核心交易商、交易商和一般參與者。核心交易機構被視為做市
商，而一般參與者只可為了對沖目的而訂立交易。截至2010年底，包括信用擔
保公司、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等在內的23家金融機構獲得核心交易商資格，32
家金融機構獲得交易商資格。22其中，滙豐銀行、渣打銀行、摩根大通和德意志
銀行等外國機構的國內子公司或分行也獲准加入核心交易商或交易商名單。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警惕下，中國監管機構已制定了更嚴格的規則，例如杠杆上
限，以避免過度投機活動。舉例而言，信用風險緩釋憑證的發行總值不得超過
相關債務的5倍。此外，監管機構更加致力提升市場透明度和監管。所有市場交
易均須向監管機構報告。

商品衍生工具
中國的商品期貨交易已有約20年歷史，並持續迅速增長。交易活動在三個地點
進行﹕上海期貨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和鄭州商品交易所。涵蓋的商品類別
包括黃金、銅、鋁、鋅、天然橡膠、棉花、糖、米、小麥、棕櫚油、大豆和聚
氯乙烯。2010年中國期貨市場的總合同量達30.42億份，交投量約為人民幣227
萬億元，年同比增長分別為41.0%和73.9%。23由於中國關注食品價格不穩定帶來
的社會影響，以及商品價格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企業有需要認真考慮商品衍
生工具的使用策略。

22 資料來源﹕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 
23 資料來源﹕中國期貨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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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應對日漸成熟的資本市場帶來的挑戰
張光平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監管局副局長 

對於中國資本市場的演變，銀監會的
張光平認為，在提升投資者的風險管
理能力的同時，要遏制如造市等不法
行為有許多的挑戰。“中國股票市場
的換手率幾乎高於全球各地的任何股
市，除了納斯達克，”張光平說，“
我認為，這意味著市場仍是過度投
機，以及中長期投資的比重偏低。這
會影響股票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其對實
體經濟的貢獻。股指期權等產品類別
相對缺乏，也妨礙了市場風險的有效
管理。”

張光平認為，在協助投資者建立財富
和刺激消費者支出(政府在「十二五規
劃」中的主要目標)方面，金融市場可
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如果中國
的證券化比率由2010年底的67%，穩
定地增長至2020年約達100%的目標，
到時中國股票市場的市值將達約人民
幣120萬億元(18.34萬億美元)，相當
於中國A股市場2010年底的市值的4或
5倍”他解釋道，“股票市場市值上
升，將刺激消費者支出和經濟轉型，
並可對全球經濟作出前所未有的貢
獻。”

根據其在銀監會的工作經驗，以及在
中國和紐約多年的投資銀行經驗，張
光平認為銀行在多個範疇上都需要有
所行動和創新，尤其是當人民幣正走
向國際化。

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進程體現了資本
帳戶自由化，而這可加快資本流入流
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將可刺激利
率的‘市場化’進程，繼而為中國銀
行創造特殊的機會以改變它們的業務
模型。股市和債市快速發展，可對股
指期權、股票期權、利率掉期、遠期
利率協議、利率期貨和利率期權等場
外或場內交易產品創造龐大需求。
雙向的跨境投資增加，使人民幣外匯
市場的發展更加迫切，特別是外匯遠
期、期貨、掉期和期權市場。”

張光平認為，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步
伐要與中國在全球經濟上日益重要的
角色相配合。他預測，到2020年，中
國將建成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而
各類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將更直接
承擔各種各樣的國際風險。“我們在
未來的其中一個重點工作，是在有效

管理所有風險的前提下提升金融機構
的競爭力。其中一個可提升競爭力的
主要方法，是通過研究海外的現有產
品和推出類似的市場，以提高國內金
融機構的創新能力，並同時致力改善
本身的監管和監察能力，”張光平總
結。

張光平是多本有關中國資本市場衍生工
具和產品創新著作的作者。其最新著作
名為The Chinese Yua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nancial Products in China，於2011
年由Wiley Finance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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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表明有意在2020年前把上海打造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與倫敦和紐
約等地區直接競爭。這個計劃與有關中國經濟規模的預測相符，並同時配合人
民幣走向國際化的發展目標。

上海已經發展為一個國際城市，也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
去年的經濟規模更超越了香港。24就如本報告所述，相比其他成熟市場，中國企
業的證券化水平仍然偏低，債券工具和衍生產品仍處於發展初期，在未來十年
會有持續增長的潛力。

國家控制的中國四大銀行近日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也顯示上海進一步朝著成為
國內和國際市場的綜合金融中心的方向邁進。

但是，上海在未來十年的前景將取決於多個因素﹕

國際板的出臺﹕政府發展上交所的計劃包括建立一個國際板，容許外國企業參
與中國市場，以及容許國內投資者分享跨國企業賺取的回報。國際板大概會在
2011年底前出臺，但在此之前當局必須要就財務報告、監管和披露規定制定清
晰的指引。在制定上市規則後，當局可能需要就貨幣兌換和匯款事宜制定更加
清晰的規定。

匯率自由化﹕過去數年，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放寬對人民幣的限制。
多個因素正推動這個改革，最明顯是中國有意開放其資本帳戶和推動人民幣成
為國際貨幣。這將有助中國達成其一直以來的目標──把上海打造成一個國際
金融中心，並在2020年前把人民幣發展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銀行在2011年3
月發表的報告中明確提出這個目標。由於當局仍然憂慮可能出現經濟和系統風
險，所以即使有可能在消除兌換限制的工作上取得重大進展，政府將仍繼續希
望維持整體的貨幣穩定性。中國經濟的中期前景對於放寬貨幣限制的速度有著
關鍵影響。 

24 “Shanghai’s GDP in 2009 surpasses Hong Kong,” China Daily, 8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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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更專業的研究能力和日積月累的投資組合和風險管理經驗將是資本市場
發展的重要根基。許多國內公司已發展成熟，其中有些公司是通過聘用國際人
才提升本身的實力。雖然投資於培訓和發展管理才能十分重要，但這還需要一
個更完整和管理完善的經濟體系來支持，而這個經濟體系需要有評級機構和律
師行等其他成熟的市場參與者。

稅務競爭力﹕香港的稅率較低，企業和個人稅率分別為17%和15%。相比之下，
中國的稅率(現時的個人稅率最高達45%)在吸引人才加入金融業方面較為失色。
雖然在上海營業的金融機構的潛在稅務負擔與倫敦和紐約相若，但政府或者需
要進一步行動以確保地區層面的競爭力。

儘管上述種種因素都帶來挑戰，但我們仍有種種理由對中國前景和上海的未來
角色抱持審慎樂觀態度。就市場開放、規模、種類以及產品的發展來說，上海
某程度上仍然落後于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為了發展上海為國際金融中心，中國
當局明白它們將需進一步開放市場，措施可包括貨幣全面兌換和開放人民幣計
價A股予外國投資者參與。

中國堅決要達到這個目標。國務院以2020年為目標，並已考慮採取激勵措施鼓
勵部門放寬限制、簡化監管流程和向這個目標推進。中國已經全面開展這個旅
程，不論是國內或跨國企業都要開始思考這對業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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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的註冊和稅務指引

如要參與中國國內證券市場，QFII需要向中國證監會申請許可並向外匯局申請額
度。根據中國證監會制定的規則 (於2006年修訂)，如要申請QFII資格，基金公司
和保險公司必須已經營至少5年和擁有至少50億美元資產；證券公司必須已經營
至少30年和擁有至少100億美元資產；商業銀行則必須名列全球百大銀行 (以資
產計) 和擁有至少100億美元證券資產。

外匯局在2009年頒佈新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理規定》，
取代原先在2002年頒佈的規定。新規定針對多個有關QFII投資的事宜，包括額
度、帳戶管理、兌換、匯款、資訊披露和報告。

在取得QFII資格和額度後，QFII機構需要委任一家國內商業銀行擔任資產託管
人，並委任一家國內證券公司來處理其交易活動。之後，QFII需要在託管銀行為
客戶開設一個專用的人民幣帳戶，並只可以把外國資金匯至該帳戶。QFII還需要
為其本身的基金開設一個帳戶 (自營帳戶) 和為每個中國基金開設一個帳戶，但
客戶帳戶、自營帳戶和開放式中國基金帳戶之間不可以進行資金轉移。

QFII也不得自由轉讓或出售投資額度。QFII可投資於A股、國債、可換股債券和
其他金融工具，包括首次公開發售股份。單一QFII在任何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不
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的10%，而所有QFII 在任何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總計
不得超過20%。雖然中長期QFII基金的資金套牢期為3個月，但針對QFII的1年資
金套牢期仍然生效。

稅務規則
由2009年1月1日起，QFII須就它們在中國賺取的收入 (包括股息和利息) 按10%稅
率課稅。就股息來說，股息收入的發放人須先預扣有關的應付稅項；而利息方
面，發放人須于付款時或稅項到期時預扣有關的稅項。各地方稅務局須密切監
察所有涉及QFII投資的專案、向QFII提供充分的稅務服務、為較簡易的稅務管理
設立檔案及確保參照預扣稅規則向QFII徵收十足稅項。

申請流程

中國證監會

QFII開始買賣活動

外管局

人民銀行託管人

中國證券登記
結算有限責任

公司

上海證券交
易所 

QFII 取得投資許可

申請文件 取得投資額度

向託管人開設外幣和人民幣
戶口

申請上交所和深交所投資者
編號

在取得上述批文後向上交所和
深交所彙報

© 2011畢馬威企業咨詢 (中國) 有限公司 — 中國外商獨資企業，是與瑞士實體 — 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 (“畢馬威國際”) 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32 | 中國資本市場 - 瞬息萬變的形勢

詞彙 

CDS 信用違約掉期

中投公司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保監會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CRMA 信用風險緩釋合約 

CRMW 信用風險緩釋憑證

中國證監會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ETF 交易所買賣基金 

FX 外匯 

GAAP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GFC 全球金融危機

港交所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IFRS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OTC 場外

社保基金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QDII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FII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外管局 國家外匯管理局

上交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交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 

SWF 主權財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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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集團簡介
富時集團(富時)是國際首屈一指的指數編制及管理專家。於倫敦、北京、迪拜、
法蘭克福、香港、米蘭、孟買、紐約、巴黎、三藩市、悉尼、上海及東京均設
有辦事處，為環球七十七個國家的客戶提供服務。富時編制及管理一系列包
括股票、固定收益、房地產、貨幣、基建、商品和非市場加權的標準及定制指
數。富時更與全球多個證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機構及資產顧問建立合作關係。

富時指數獲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廣泛應用作投資分析、衡量表現、資產分配、投
資組合對沖用途，並藉以成立一系列指數掛鉤基金。

富時是一家獨立的公司，由金融時報及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共同持有。 

www.ftse.com

聯繫我們
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2座
35樓3506-3508室
電話﹕+852 2164 3200
傳真﹕+852 2164 3202

北京
中國
北京朝陽區
東三環北路27號
嘉銘中心B座7層
(郵編﹕100020)
電話﹕+86 10 8587 7718
傳真﹕+86 10 8587 7727

上海
中國
上海黃浦區
黃陂北路227號 
中區廣場2001-2002室
(郵編﹕200003)
電話﹕華南 10800 152 1727 (免費)

本刊物由畢馬威在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富時”) 的協助下編制。 

“FTSE®”是由London Stock Exchange plc 和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共同擁有的商標，富時根據特許使用該商標。本文所提及有關富時中國全股指數和
其他指數的所有權利 (包括但不限於版權和資料庫權利) 均屬富時所有。

富時致力確保資料的準確性，但並不會對由於本資料的錯誤、遺漏或由於利用本資料而引起的任何損失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所有資料僅供參考，並
無明示或隱含的陳述或保證有關資料適用、準確或完備，有關資料亦不應被視為適用、準確或完備而加以依賴。本刊物所載的資料和意見是為了協助
收件人，不應被視作權威性資料或替代收件人的判斷而加以依賴，並可能會有所變動而不會另行通知。本刊物一概不應被視作提呈出售或促使提呈買
賣任何金融工具。本刊物所載資料一概不得用於建立其收入及/或資本價值是與本文所載資料關連及／或得自本文所載資料的任何金融產品、指數或服
務。如果閣下希望建立基於富時資料及/或指數的金融工具，閣下需要取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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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簡介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在1994年成立，是唯一一家經中國人民銀行和前國
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共同批准成立的信用評級機構。大公目前不斷拓展業務，並
致力於逐步進軍國際信用評級市場。

作為中國信用評級行業的先驅，大公在中國市場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大公已經
獲得中國政府認可的所有信用評級檢定，在公司債券、金融債券和結構金融產
品方面佔有較高的市場份額。

大公與天津財經大學合作建立了大公信用風險管理學院。學院提供以信用評級
行業的培訓和研究為主的專門課程。大公建立了中國評級業第一個博士後科研
工作站，集中研究信用評級方法、風險管理事宜和技巧。

現時大公的員工人數超過400名，包括200名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信用分析員
和30多名博士後研究員。這些人員分佈在大公於國內主要城市和省份的7個地
區總部和30多家分行辦事處以及海外代辦處。辦事處在地方層面上協助大公加
深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瞭解，並與地方政府合作培訓人才，協助它們瞭解建立穩
健的金融操作模式的需要。

大公過去一直致力作出貢獻，並獲財政部推薦參與建設亞洲債券市場和信用評
級系統。大公是亞洲評級協會(Association of Credit Rating Agencies in Asia) 成員和
中日韓信用評級論壇 (China-Japan-Korea Credit Rating Forum) 的發起人。 

www.dagongcredit.com

聯繫我們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
中國
北京朝陽區
霄雲路26號
鵬潤大廈A座29層
(郵編﹕100016)
電話﹕+86 10 51087768
傳真﹕+86 10 84583355
服務中心電話﹕+86 4008 84 4008
電郵：master@dagongcred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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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簡介
畢馬威是網路遍佈全球的專業服務機構，設有由優秀專
業人員組成的多個行業專責團隊，致力提供審計、稅務
和諮詢等專業服務。
畢馬威在中國的專業人員約9,000名，在全球的專業人員超過138,000名。畢馬
威運用專業技術，以敏銳的洞察力分析複雜的情況，為客戶和利益相關者提供
有價值的意見和明確的解決方案。我們以客戶為本，追求卓越，具備環球視野
和貫徹一致的服務水準使我們與客戶建立良好的關係，也是我們的業務和聲譽
的核心價值。

畢馬威中國

1992年，畢馬威成為首家獲准在中國大陸合資開業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網路，
而在香港提供專業服務亦已超過60年。率先打入中國市場的先機以及對品質的
不懈追求，使我們積累了豐富的行業經驗，中國多家聲譽卓著的企業紛紛聘請
了畢馬威提供專業服務，也反映了畢馬威的領導地位。

今天，畢馬威中國在北京、上海、瀋陽、南京、杭州、福州、廈門、青島、廣
州、深圳、成都、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共設有十三家機構，專業
人員約9,000名。畢馬威中國以統一的經營方式來管理這十三家機構，因此無論
客戶在哪個地區，畢馬威都能夠高效和迅速地調動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為客
戶提供服務。

金融服務

畢馬威中國的金融服務團隊薈萃了審計、稅務和諮詢服務的合伙人，並與畢馬
威專業服務網路的其他成員所緊密聯繫。多年來，畢馬威一直擔任部分全球最
大型金融機構的審計師，並日益致力就稅務策劃、業務與財務轉型、集資和重
組專案為金融服務客戶提供諮詢服務，以遵循《巴塞爾協議III》和《海外帳戶
納稅法案》等主要新規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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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李世民 (Simon Gleave)
畢馬威中國
金融服務主管合伙人
電話﹕+86 (10) 8508 7007
 
simon.gleave@kpmg.com


黃婉珊
華北地區
金融服務合伙人
電話﹕+86 (10) 8508 7013
 
elise.wong@kpmg.com


張楚東
華東和華西地區
金融服務合伙人
電話﹕+86 (21) 2212 2705
 
tony.cheung@kpmg.com


華馬田 (Martin Wardle)
香港特別行政區
金融服務合伙人
電話﹕+852 28267132
 
martin.wardle@kpmg.com


李舜兒
華南地區
金融服務合伙人
電話﹕+86 (20) 3813 7790
 
jasmine.sy.lee@kpmg.com


李嘉林
深圳資本市場合伙人
電話﹕+86 (755) 2547 1218
 
ivan.li@kpmg.com


彭啟仁 (Ian Parker)
香港特別行政區
資本市場組合伙人
電話﹕+852 29788260
 
ian.parker@kpmg.com
 

Michael Conover
KPMG LLP (美國)

資本市場全球主管合伙人

電話﹕+1 (212) 872 6402
 
mconover@kpmg.com

李栢嘉 (Babak Nikzad)
畢馬威中國
營運規劃和資訊技術諮詢服務及
風險管理和合規諮詢服務主管合伙人

電話﹕+852 29788297
 
babak.nikzad@kpmg.com

馬克峰 (Christopher Marshall)
風險管理和合規諮詢服務合伙人

電話﹕+86 (21) 2212 3080
 
christopher.marshall@kpmg.com

張浩柏 (Rupert Chamberlain)
投資和重組諮詢服務合伙人

電話﹕+852 21402871
 
rupert.chamberlain@kpmg.com

盧奕
金融服務稅務合伙人

電話﹕+86 (21) 2212 3421
 
lewis.lu@kpmg.com

孔達信 (John Kondos)
金融服務轉讓定價合伙人

電話﹕+852 26857457
 
john.kondos@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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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瀋陽
中國北京東長安街1號 中國上海南京西路1266號 中國瀋陽北站路59號
東方廣場東2座8層 恒隆廣場50樓 財富中心E座27層
郵政編碼 : 100738 郵政編碼 : 200040 郵政編碼 : 110013
電話 : +86 (10) 8508 5000 電話 : +86 (21) 2212 2888 電話 : +86 (24) 3128 3888
傳真 : +86 (10) 8518 5111 傳真 : +86 (21) 6288 1889 傳真 : +86 (24) 3128 3899

南京 杭州 福州
中國南京珠江路1號 中國杭州杭大路9號 中國福州五四路136號
珠江1號大廈46樓 聚龍大廈西樓8樓 福建中銀大廈25樓
郵政編碼 : 210008 郵政編碼 : 310007 郵政編碼 : 350003
電話 : +86 (25) 8691 2888 電話 : +86 (571) 2803 8000 電話 : +86 (591) 8833 1000
傳真 : +86 (25) 8691 2828 傳真 : +86 (571) 2803 8111 傳真 : +86 (591) 8833 1188

厦门 青島 廣州
中国厦门鷺江道8号 中國青島東海西路15號 中國廣州市天河路208號
国际银行大厦12樓 英德隆大廈4層 粵海天河城大廈38樓
郵政編碼 : 361001 郵政編碼 : 266071 郵政編碼 : 5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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