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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債市對外開放重要事件
2020年9月

■富時羅素宣布將中國國債納入其旗艦產品富時世界國債指數
（WGBI），料將於2021年10月生效，分12個月分批納入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落實完善債券通渠道資金匯兌和外匯風險管理有
關安排，債券通投資者自行或通過香港結算行向交易中心備案後，
可作為客戶與香港結算行直接交易

■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試運行境外投資者直接交易服務
2020年2月

■摩根大通正式將中國國債加入旗艦指數，分10個月納入
2020年1月

■放開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加入地方政府債
券承銷團的資格限制

2019年9月

■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
FII)投資額度限制，境外資金購買中國股票和債券將不再需要獲取
額度

■德銀（中國）和法巴（中國）成為首批外資銀行A類主承銷商
2019年4月

■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納入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在20
個月內分步完成；被完全納入全球綜合指數後，人民幣計價的中國
債券將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圓之後的第四大計價貨幣債券

2019年1月

■標普成為首個在內地開展債券評級業務的境外評級機構
2018年11月

■財政部稱對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市利息收入暫免徵企業所得稅和增
值稅

2017年7月

■「債券通」正式上線運行，境外投資者可經由香港與內地基礎設施
機構之間在交易、託管、結算等方面互聯互通的機制安排，在不改
變業務習慣的基礎上通過香港投資於內地銀行間債市

2016年2月

■人民銀行允許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及其他資產管理機構等在內的境外各類金融機構作為中長期投資者
投資銀行間債市

2010年8月

■人民銀行允許境外央行、港澳人民幣清算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境外參加行等三類機構參與銀行間債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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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羅素於當地時間9月24日宣布，中國

國債將自2021年10月起正式被納入其旗艦

產品富時世界國債指數（WGBI），指數變化

料將於2021年10月生效，將分12個月逐步

納入中國國債。至此中國債券市場被全球三

大主要債券指數納入。分析人士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國債本次「入富」不僅吸引

1,400億至1,500億美元（約9,520億至1.02

萬億元人民幣）規模的資金進入中國，也是

中國金融業更開放的標誌性事件。

國債「入富」將吸萬億外資
被納全球三大債指 內地金融開放添新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新
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出爐，上海首度躋身全
球金融中心三甲。香港排名由今年3月份的第6
位，爬前1位，至第5位。在新一期排名中，中
國共有4個城市躋身十大，分別為上海、香
港、北京、深圳。負責編制排名的中國綜合開
發研究院有關金融專家表示，香港國安法助力
今次香港金融地位的提升。

中國共有4個城市躋身十大
由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與英國智庫Z/Yen集團共同編制的「第28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 28）」昨在中
國深圳和韓國首爾同時發布。營商環境、人力
資源、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水平、聲譽等方
面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進行了評價和排名。共
有111個金融中心進入榜單，全球前十大金融
中心排名依次為：紐約、倫敦、上海、東京、
香港、新加坡、北京、舊金山、深圳、蘇黎

世。

疫情蔓延對評分產生重要影響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助理、金融與

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在發布會上表示，
疫情蔓延對全球金融中心評分產生重要影響。
隨着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不斷蔓延，國際金融
專業人士普遍降低了對金融中心的發展預期，
本期全球金融中心評分整體較上期下降了41
分。全球頂級金融中心格局再次發生變化，紐
約和倫敦繼續保持了全球兩大金融中心的地
位，其中倫敦的評分上升24分，而紐約僅上升
1分，使得紐倫評分差距縮減至僅4分。
上海評分再次快速上升，超過東京首次進入

全球三甲行列。香港評分上升6分，從上一期
的第6名，超過新加坡升至第5名。而深圳再次
入圍前10名，至第9名。
中美兩國金融科技優勢突出。本期全球金融

中心指數金融科技排行榜中，紐約在金融科技

領域排名第一，其次是北京、上海、倫敦和深
圳。該排名中，前15的金融中心有5個來自中
國，6個來自美國，反映出兩國金融科技發展水
平已得到國際金融界的普遍認可。

國安法助力港排名升至第五
對於香港金融中心此次評分上升超過新加

坡，綜合開發研究院有關金融專家表示，從
GFCI綜合排名的動態變化看，香港金融中心一
直較為穩定，長期處於全球第3的位置，但
2019年受「修例風波」等社會事件影響，香港
在第27期GFCI中的綜合評分出現一定程度下
滑，排名也首次下降至全球第6。本期，隨着
「香港國安法」的公布與實施，國際金融專業
人士普遍對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持積極態度，
評分較上期有所提升，其排名也上升至全球第
5。從分類指標看，香港在營商環境、人力資
源、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水平和聲譽等指標
的排名仍居於全球前列。

上海晉身全球金融中心三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經濟前景並未如
預期中慘淡，中國等國家經濟數據好
於預期。據路透社報道，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發言人賴斯(Gerry Rice)昨
日指出，全球經濟前景並沒有像三個
月前預期得那麼黯淡，他以中國和其
他發達經濟體優於預期的經濟數據作
為佐證。但賴斯說，由於疫情大流行
及其對許多經濟部門帶來衝擊，全球
整體前景仍然深具挑戰。
他說，中國以外的許多發展中國家

和新興市場情況仍然不穩定，並指出
IMF還對債務水平上升感到憂心。

憂債務水平上升
IMF將在10月13日發布世界經濟前

景最新報告。6月時，該報告下調了
2020年產出預測，認為全球經濟可能

萎縮4.9%，比4月時預測的萎縮3.0%
更差。
賴斯沒有提供新的數字，但稱近來

中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數據優於預
期。「最近進來的數據顯示，與6月24
日《世界經濟展望》更新時相比，前
景可能沒有那麼黯淡。全球經濟的某些
部分開始好轉。」他在定期簡報中說。
賴斯表示，有跡象顯示，在廣泛的防
疫封鎖措施之後，國際貿易正開始慢
慢恢復。「但是我要強調，我們還沒
有脫離險境，前景仍充滿挑戰，尤其
是除中國外的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
家。」他指出，這其中許多國家的內需
持續乏力，出口需求減少，匯款縮水，
旅遊業衰退。同時，他擔心這場危機將
扭轉近幾年來的減貧成果，並使得永
續發展目標(SDG)的進程倒退。

IMF：中國數據佳 全球經濟勝預期

國債期貨各主力合約9月25日收盤情況

現價
（人民幣元）
較上結算價

漲跌
資料來源：新浪財經期貨

2年期
TS2012

100.335

-0.04%

5年期
TF2012

99.925

-0.17%

10年期
T2012

98.100

-0.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對於中國國債「入富」，行業分析人士認
為，短期看表現為利好出盡，但中長期則會
支撐債市，特別是料可帶動規模高達約
1,500億美元(約1.02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流
入。
昨日債市的國債期現貨均小幅走弱，多
個國債期貨主力合約下跌收市。對此現
象，興業證券固定收益分析師羅雨濃認為
是「利多出盡」，指相關事件的交易價值
在周一、周二已經體現。 德國商業銀行亞
洲高級經濟學家周浩也表示，中國國債納
入富時羅素基本上完全預期了，而且要到
明年才有實際動作，因此對市場來說是一

個短期的小提振。

外資將增加對中國債配置
然而從長期來看，則利好明顯。羅蘭貝格

合夥人樓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國國
債「入富」，對中國債券市場進一步對外開
放、融入全球市場是個好消息，這將極大促
進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債市的關注，吸引境外
資金增加對中國債券市場的配置。CIC灼識
諮詢創始合夥人戴巧靈亦向記者表達了相同
的觀點，指出中國國債納入WGBI是對中國
經濟和政府債券的一種肯定，能進一步推動
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亦證明中國在市
場改革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增強了國

內外投資者信心。
「更重要的是，成功納入可吸引將此指數

作為投資標的的投資者，對應最多可吸引大
約1,50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戴巧靈預
測，基於跟蹤該指數的約2.5萬億美元管理
資金以及中國債券納入後6%的權重計算，
中國債市有望迎來1,500億美元的資金流
入，折合人民幣約1萬億元。
滙豐亦預測約萬億資金流入中國，滙豐環

球投資管理亞太區債券投資總監陳寶枝表
示，目前追蹤富時世界國債指數的資產預計
達到2.5萬億美元，估計在中國國債被納入
富時指數後，將帶動約1,400-1,500億美元的
被動資金流入。

分析：增強國內外投資者信心

28期全球十大金融中心指數排名

城市

紐約
倫敦
上海

東京
香港

新加坡
北京

舊金山
深圳

蘇黎世
製表：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GFCI 28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得分
770
766
748
747
743
742
741
738
732
724

GFCI 27

排名
1
2
4
3
6
5
7
8
11
14

得分
769
742
740
741
737
738
734
732
722
719

較上期
變化

排名
0
0
▲1

▼1
▲1

▼1
0
0
▲2

▲4

得分
▲1
▲24
▲8
▲6
▲6
▲4
▲7
▲6
▲10
▲5

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潘功勝表示，人民銀行對此表示歡

迎。他說，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持續擴
大，截至2020年8月末，國際投資者持債規
模達2.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近三年
年均增長40%，充分反映了國際投資者對於
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金融持續擴大開放
的信心。下一步，人行將繼續完善各項政策
與制度，為境內外投資者提供更加友好、便
利的投資環境。

富時羅素：中國債市大改進
WGBI作為富時羅素的旗艦指數，是衡量
本幣計價的固定利率投資級主權債的重要指
標。富時羅素稱，具體納入日期須經過2021
年3月的半年度評估才能最終確定，接下來
的幾個月中，富時羅素將與投資者和監管機
構保持溝通，以順利完成納入流程。

富時羅素首席執行官及倫敦證券交易所信
息服務集團總監瓦卡斯．薩馬德表示，中國
市場自2018年被列入該指數觀察名單以來，
中國監管機構已對債券市場基礎設施進行重
大改進，以擴大國際投資者的進入管道，包
括改善債券二級市場流動性，改善外匯市場
結構以及完善全球結算和託管流程，而即將
進行的進一步改革，還包括將允許海外投資
者在開立賬戶時註冊法人實體。屆時國際投
資者將能夠通過富時羅素的旗艦WGBI指數
進入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
富時羅素公告發布之後，離岸人民幣曾應

聲上漲，不過隨着美元反彈，離岸人民幣回
吐升幅，在岸人民幣漲幅亦收窄，昨晚9:43
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報6.8344。
隨着內地債市不斷開放，中國國債已先後

「入彭」、「入摩」：2019年4月起人民幣
計價的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納入彭

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 2020年2月28
日，人民幣計價的高流動性中國政府債券被
納入摩根大通旗艦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
數系列。此次「入富」經歷了兩年過程，在
富時羅素認可中國債市基礎設施後，今年中
國國債不負眾望地被納入了WGBI。

外資持債2.8萬億 連升21個月
從央行數據來看，截至8月底，境外機構

投資者數量已增長至近900家，覆蓋全球60
餘個國家和地區，境外投資者8月份加倉中
國債券1,304億元，這已是外資連續第21個
月增持中國債券。據彭博統計，至8月末境
外機構持有2.8萬億元人民幣的在岸債券
中，持有的國債比例約佔9.2%，自一年前
的8.3%進一步攀升，花旗策略師預計，到
2023 年外資持有中國國債佔比將升至
20%。

■ 潘 功 勝
稱，國際投
資者持中國
債券規模急
升，充分反
映對中國經
濟長期健康
發展、金融
持續擴大開
放的信心。

資料圖片 富時世界富時世界
國債指數國債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