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再降中資機構評級

農行、國開行在列                                              

據香港商報網5月26日報導，在下調中國大陸主權信用
評級之後，穆迪又相繼調整26家中國大陸政府相關發行人和
13家中國大陸金融機構的評級，作為對應主權評級下調的技
術性調整。

整理／陳
紀緯
建鴻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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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財新報導，在穆迪將中國大陸長期本幣和外幣發行人
評級從Aa3下調至A1，並將展望從負面調整為穩定。隨後，
穆迪表示，已經把26家中國大陸非金融企業和基礎設施類的
政府相關發行人的評級下調一個等級，其中包括17家央企及
其子公司以及9家地方國企及其子公司，並有24家企業的評
級展望由負面調整為穩定。
同時，穆迪下調了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
銀行、進出口銀行以及國銀租賃的信用評級，維持中國大陸
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建信租賃和工銀租賃的評級，
並將交通銀行、交銀租賃和交銀租賃香港的評級列入下調的
複評名單。
穆迪續指，中國大陸主權評級被下調，因此與主權緊密
相關的地方政府信用質量的評估同時產生了相應的負面影
響，而與之有關的非金融企業及其子公司對上級政府的評級
或信用質量的下降非常敏感，因此也會相應下調評級。

聯合國報告：中國大陸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投資國                                     
據中國大陸新聞網6月8日報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以下簡稱「貿發會議」）7日發布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
告》顯示，中國大陸2016年對外投資飆升44%，達到1,830
億美元，這是中國大陸在該報告中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
投資國。
貿發會議是聯合國大會常設機構之一，是審議有關國家
貿易與經濟發展問題的國際經濟組織，每年編寫並發布《世
界投資報告》。
今年的報告稱，由於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同時經濟政
策及地緣政治存在重大風險，201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
（FDI）流量下降2%，降至1.75兆美元。但報告同時預計，
全球FDI將呈溫和復甦，前景審慎樂觀。全球FDI將在2017年
增長5%，達1.8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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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Deloitte）中國大陸科技、
傳媒和電信業務主管周錦昌（William
Chou）表示：「過去，中國大陸被批只
會抄襲西方知識產權和商標，特別是在
消費行業。但在科技市場，創新是每個
人的立足之本，所以這股趨勢會持續下
去」。

2016年大陸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超過95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6%。
圖為蘋果電腦在上海的門市。

建築、能源、銀行和保險業推出四項
降費措施                                             

亞洲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入量在2016年下降

據上海證券報6月8日報導，大陸國務院常務會

15%，約4,430億美元，是自2012年以來的首次下

議7日召開，針對建築行業、能源行業、銀行業和

降。但中國大陸對外資的吸引平穩發展，2016年

保險業等推出四項降費措施。

FDI流入量1,340億美元，較上年微降1%，仍居全球
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2016年對外直接投資
創歷史新高，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投資國。相比之
下，亞洲其他次區域和主要對外投資經濟體的流出
量卻大幅下降。

會議指出，在今年已發布4批政策減稅降費
7,180億元人民幣（下同），採取上述新措施後，
預計每年可再減輕企業負擔2,830億元，合計全年
為企業減負超過1兆元，其中降費佔60%以上。
會議確定，從今年7月1日起，將建築領域工程
質量保證金預留比例上限由5%降至3%；清理能源
領域政府非稅收入電價附加，取消其中的工業企業

2016 年中國大陸科技企業商標申請量冠全球                                                  
據FT中文網5月24日報導，2016年以騰訊
（Tencent）為首的中國大陸知名科技企業在全球商
標申請數量方面世界第一。

結構調整專項資金，將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和大
中型水庫移民後期扶持基金徵收標準降低25%；暫
免徵銀行業和保險業監管費。
此外，清理和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也是今年降

商標搜索平台TrademarkNow的數據顯示，2016

費的一大重點。會議也決定，降低電信網碼號資源

年騰訊提交了4,100項商標申請。騰訊的業務涵蓋

佔用費、農藥實驗費、公安部門相關證照費等6項

遊戲、社交媒體、支付以及其他大量經營活動。

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

2016年11月，中國大陸成為首個單年專利申請
量超過100萬項的國家，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WIPO）表示
這一記錄反映了「非凡」的創新水準。
雖然懷疑論者長期主張中國大陸專利數字受到

中國大陸遏制影子銀行業引發市場動盪                                                
據FT中文網6月1日報導，中國大陸正在遏制影
子銀行業活動，擔心違約增多將會引發恐慌並破壞
銀行體系穩定，但這種打擊造成了市場動盪。

國家主導的申請目標和稅收減免的扭曲，但知識產

中國大陸對規模達9.4兆美元的影子銀行業發

權律師和行業分析師認為，中國大陸的專利申請及

起打擊，此舉衝擊銀行股價格，並在債券市場引發

商標申請態勢也是該國創造力日益增長的體現。

緊張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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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銀監會主席郭樹清自今年2月上任以

場所和設備發生的提現交易。銀行卡境外消費資訊

來已經推出一系列措施阻止銀行表外貸款的快速增

採集範圍為境內銀行卡在境外實體和網路特約商戶

長。中國央行也收緊了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在今年

發生的單筆等值1,000元人民幣（不含）以上的消

早些時候引發了擔憂。

費交易。

這些舉措也壓低了中國的銀行股股價—這些銀

發卡行應以法人（總部）為單位，匯總本行全

行按市值計算位居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之列—導致

部境內銀行卡境外交易資訊後集中報送。對於借記

股東價值在兩個月時間蒸發了大約380億美元。

卡與信用卡境外交易資訊不具備合併報送條件的發

評級機構穆迪的資料顯示，中國影子銀行業規
模在2016年增長約20%至64.5兆元人民幣，而此前

卡行，可以將本行的借記卡與信用卡境外交易資訊
分別報送。

數年的增速還要高得多。儘管去年年末影子銀行業
停止增長，但在2017年第一季度，影子銀行業的兩

人幣跨境支付落滬

有利資本帳開放                                                                                            

個支柱工具—委託貸款和信託產品再次增長。穆迪

據旺報6月21日報導，中國大陸人民銀行行長

上周基於經濟和金融風險考慮，令人意外地降低了

周小川20日宣布，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將

中國的信用評級，這是25年來的首次。

落戶上海，屆時可連接境內外參與者，處理人民幣
貿易和投資等跨境支付業務。

大陸銀行卡境外千元以上消費將被報送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大

據北京青年報6月3日報導，9月1日開始，境

陸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丁劍平20日接受《旺報》

內銀行卡在境外發生的提現和等值人民幣千元以上

專訪時表示，大陸宣布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落戶，

消費交易資訊都將被外匯局採集。2日，大陸國家

代表系統已比以前更完善，系統結算所需時間已大

外匯管理局發布《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金融機構報

幅縮短，且主要國企也已逐漸對接上此系統。

送銀行卡境外交易資訊的通知》（以下簡稱《通

丁劍平指出，從中國大陸政府的角度來說，有

知》）。《通知》規定自本年9月1日起，境內發卡

了跨境支付系統以後，才能毫無顧忌地開發資本項

金融機構向外匯局報送境內銀行卡在境外發生的全

目。以往大陸企業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進入美元

部提現和單筆等值1,000元人民幣以上的消費交易

支付系統流通後，除了其後的資金流向監管不到，

資訊。外匯局表示，此舉旨在完善銀行卡境外交易

美國更是能透過資金流向，摸清楚中國大陸的產業

統計，維護銀行卡境外交易秩序。

鏈。如今中國大陸有了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統後，未

據介紹，當前，銀行卡已成為個人出境使用最

來只要有客戶、企業用到人民幣，大陸政府就可知

主要的支付工具。據統計，2016年境內個人持銀行

道錢的流向，美國也就再也監控不到資金流向，也

卡境外交易總計超過1,200億美元。國內現行銀行卡

為中國大陸政府對資金的事後監管給予了技術支

境外交易國際收支統計主要採用總量統計模式，隨

撐，不管是在岸、離岸人民幣，都能看得一清二

著國際協作中有關反洗錢、反恐怖融資、應對稅基

楚，哪筆錢是洗錢的、哪筆錢是用於貿易物流的，

侵蝕等要求的增加，銀行卡跨境交易統計在金融交

都會一目瞭然。

易透明度、統計資料品質等方面需要進一步提升。

30

丁劍平還強調，中國大陸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

《通知》規定，銀行卡境外提現資訊採集範圍

另一個目的，也是希望讓外國企業也對接人民幣跨

為境內銀行卡在境外金融機構櫃檯和自動取款機等

境支付系統，只要一對接，這些跨國公司的錢就在

兩岸經貿 ˙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圖／法新社

中國大陸境內，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也就
能完全地利用這筆錢，這也是一個國家貨
幣走向國際化的最大好處。

4 闖 MSCI 達陣

A 股登世界舞台                                              

據旺報6月22日報導，大陸A股4度闖
關MSCI終於開花結果。明晟（MSCI）指
數編撰公司於台灣時間21日上午宣布，從
2018年6月開始將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
指數和MSCI全球指數。初期將以A股市場
中222檔個股採5%權重納入，占MSCI新興
市場指數比重0.73%，估計初期將帶給A股
170至180億美元資金流入。從長期來看，

「滬港通」與「深港通」的先後啟動，對大陸A股納入MSCI提供一大助力。
圖／法新社
圖為2014年11月的滬港通開通典禮。

這將成為大陸資本市場發展及融入全球市

國大陸服務貿易總額達到6,575億美元，規模居世

場的一個里程碑。

界第二位。

大陸官媒新華社隨後發布文章稱，長期而言，與
MSCI互動，對於A股的國際化進程是一個重要契機。

大陸商務部負責人在會上介紹，中國大陸政府
高度重視並積極推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領域的開

A股此次能夠成功闖關，主要原因在於大陸

放、改革與創新。在區域開放佈局上，設立了上海

與香港展開股市互聯互通（滬港通+深港通）的機

等11個自貿試驗區，在天津等15個地區開展服務貿

制，以及大陸證券交易所放寬對涉及A股的全球金

易創新發展試點，在北京開展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

融產品預先審批限制。

試點。在行業開放佈局上，提出放寬銀行、證券、

MSCI計畫分兩步實施這個初始納入計畫，以緩

期貨、保險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放開會計審計、

衝滬股通和深股通當前尚存的每日額度限制。第一

建築設計、評級服務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推進電

步預定在2018年5月半年度指數評審時實施；第二

信、互聯網、文化、教育、交通運輸等領域有序開

步在2018年8月季度指數評審時實施。

放。這一系列重大舉措，推動了中國大陸服務業

MSCI指數管理研究全球主管Sebastien Lieblich

和服務貿易快速發展。2016年，中國大陸服務業

在隨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預計部分A股大型股納

實際使用外資885.6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1,832億

入之後，初步將帶來大約170至180億美元資金流

美元，同比增長43.6%，其中服務業投資占比超過

入。如果A股在未來全部被納入，資金流入規模可

70%。

能會達到大約3,400億美元。

中國大陸電商交易佔全球四成
中國大陸服務貿易總額達到 6,575 億美元
居世界第二位                                                             

增速放緩                                        

據香港商報5月30日報導，中國大陸電子商務
交易額近年來一直保持年均複合增長34%的超高速

據人民日報5月29日報導，2017年北京國際服

度，網絡零售市場的國際影響力亦不斷增強，在

務貿易交易會於28日舉行。該會指出2016年，中

2016年已佔到全球市場的39.2%，連續多年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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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規模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
大陸商務部官員表示，去年電商增速放緩，行

氧化碳3419.3萬噸，碳氫化合物422.0萬噸，氮氧
化物577.8萬噸，顆粒物53.4萬噸。

業正處於新一輪創新發展的關鍵過渡階段，未來需

年報顯示，2016年全國汽油消費量為11,983.5

要應對網民規模增速放緩、線上線下充分融合發展

萬噸，柴油消費量為16,469.7萬噸。專家認為，車

局面尚未形成等問題。

用汽油的發展方向是無硫化、降低烯烴、芳烴含

作為2017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的「明星論
壇」— 2017中國大陸（北京）電子商務大會29日

量，車用柴油的發展方向是無硫化、提高十六烷值
和降低多環芳烴含量。

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
化司巡視員聶林海在會上發布《中國大陸電子商務

大陸自貿區新版負面清單出爐                                                       

報告（2016）》時指出，2016年中國大陸電子商

據香港商報6月17日報導，大陸國務院辦公廳

務交易額26.1兆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9.8%，網上

昨日發布印發《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

零售交易額5.16兆元，約佔全球電子商務零售市場

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7年版）》，自2017

的39.2%，電子商務服務業市場規模達到2.45萬億

年7月10日起實施。《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劃分

元，同比增長23.7%。

為15個門類、40個條目、95項特別管理措施，與

聶林海表示，中國大陸網路購物用戶、電子商

上一版相比，減少了10個條目、27項措施。其中特

務交易額、從業人員數量穩步增長。其中網民規

別管理措施包括具體行業措施和適用於所有行業的

模達到7.13億，普及率53.2%，網購用戶規模4.67

水準措施。

億，佔網民比例為63.8%，同比增長12.9%。他指

2017年版負面清單減少的條目包括軌道交通設

出，中國大陸電子商務交易額與此前5年年均34%

備製造、醫藥製造、道路運輸、保險業務、會計審

的複合增長率相比，2016年增速有所降低，表明中

計、其他商務服務等6條，同時整合減少了4條。自

國大陸電子商務已進入一個平穩增長的發展階段。

貿試驗區負面清單之內的非禁止投資領域，須進行
外資准入許可。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

中國大陸連續 8 年成為全球機動車產銷第
一大國                                                       
據人民日報6月5日報導，大陸環保部日前公佈
的《中國機動車環境管理年報（2017）》顯示：中
國大陸已連續8年成為世界機動車產銷第一大國，
但機動車尾氣污染已成為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是
造成細顆粒物、光化學煙霧污染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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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貿試驗區內按照內外資一致原則實施管理。
大陸國務院辦公廳指出，此次修訂進一步放寬
外商投資准入，是實施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的重
要舉措。各地區、各部門要認真貫徹執行，增強服
務意識，提高監管水準，有效防控風險。實施中的
重大問題，要及時向國務院請示報告。
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的持續縮短，與中國大陸
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密切相關。因

近5年來，中國大陸機動車保有量快速增長。

此，從2013年上海自貿試驗區實施的第一張負面清

2016年大陸機動車保有量達2.95億輛，比2015年

單190項特別措施，減少到了2014版的139項，再

增長8.1%，其中新能源汽車保有量達101.4萬輛。

到2015版的122項，2017版的95項。綜合來看，

年報顯示，2016年，大陸機動車排放污染物初步核

這些特別管理措施減少的領域，多集中在製造業和

算為4472.5萬噸，比2015年削減1.3%。其中，一

服務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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