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國大陸引資居世界第二

據旺報 6 月 8 日報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6 日發布

報告表示，2017 年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 2 大外資流入國與第 3 大對外

投資國，並繼續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流入國和對外投資國。貿發

會議投資和企業司長詹曉寧表示，近來大陸宣布一系列投資便利化與招商

引資措施等推動下，未來流入大陸的 FDI（外資直接投資）有望繼續保持

在高水平。

報告同時預測 2018 年全球國際投資有望出現增長，但成長走勢十分

脆弱，預計約 5%，雖有全球經濟增長向好等利多，但仍可能受到地緣政

治風險、貿易關係緊張和美國稅改等因素衝擊。

另據大陸新華社報導，去年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 FDI 保持平穩，總額

為 6,710 億美元。其中亞洲發展中經濟體整體表現亮眼，吸收外資 4,760

億美元，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地區。

該報告顯示，2017 年大陸吸收外資 1,360 億美元，成為全球第 2 大外

資流入國。另對外投資雖降至 1,250 億美元，但仍是全球第 3 大對外投資

國，以及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對外投資國。

開放交通運輸、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服務業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 6 月 12 日報導，6 月 8 日，大陸商務部副部長王

受文表示，「關於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即將印發，在今年 7 月 1 日之前修訂公布外商投資准入的負面清單，穩步

擴大金融業的開放，持續推進交通運輸、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服務業領

域的開放。

同時，大陸國務院批復同意商務部提出「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

總體方案」，同意在北京、天津、河北雄安新區、重慶兩江新區等 17 個

省市（區域）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

試點地區將擴大新興服務業雙向開放，完善跨境交付、境外消費、自

然人移動等模式下服務貿易市場准入制度，逐步放寬或取消限制措施，鼓

勵新興服務出口和重點服務進口，對服務出口實行免稅，符合條件的可實

行零稅率。值得關注的是，試點地區還將在電信、旅遊、工程諮詢、金融、

法律等領域推出一批開放便利舉措，包括允許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

行、外國銀行分行在提交開業申請時同時申請人民幣業務；對於全部面向

國外市場的服務外包企業經營呼叫中心業務（即最終服務對象和委托客戶

均在境外），不設外資股權比例限制；推動廣東全省實施 144 小時過境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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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政策；允許境外旅行社與國內企業合作，拓展

自駕遊旅遊產品。

此外，大陸財政部、稅務總局等 5 部門近日

也聯合發出通知，決定將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

地區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政策推廣至全大

陸實施。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對經認定的技

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服務貿易類），減按 15%

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報導另外表示，大陸擴大服務業開放，外資

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最近，大陸證監會公布「外

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該辦法允許外資控

股合資證券公司。就在此辦法發布後不到半個月

的時間裏，瑞銀集團申請提高合資證券公司持股

比例，野村證券、摩根大通相繼宣布申請新設控

股證券公司，法興銀行也計劃成立持股 51% 的

合資券商。

發佈2017貿易金融行業發展報告

據新華網 6 月 7 日報導，6 月 6 日召開的

第七屆中國大陸貿易金融年會正式發佈「中國

大陸貿易金融行業發展報告

（2017）」。據大陸銀行業協

會貿易金融專業委員會不完全

統計，近 5 年大陸商業銀行整

體國際結算量約為 65,853 億美

元、74,432 億 美 元、74,907 億

美元、68,988 億美元和 71,509

億美元，波動相對穩定。

該「報告」總結 2017 年全

球貿易金融、大陸外貿行業及

銀行業貿金業務發展情況，介

紹貿易金融重點產品、銀行組織架構、客戶行業

分布、監管體係、反洗錢合規管理以及非銀行機

構貿易金融概況，並深入分析了貿易金融監管環

境與政策變化，提出貿易金融創新方向，以及從

「一帶一路」發展與共贏、人民幣國際化等角度

對貿易金融業務發展前景進行展望。

大陸銀行業協會秘書長黃潤中表示，大陸貿

易金融業務應充分發揮服務實體經濟、支持「一

帶一路」建設、落實普惠金融發展戰略及打好防

範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等重要作用，在努力開拓

貿易金融高質量發展方面，要結合國內貿易、大

宗商品融資、跨境電商、「一帶一路」沿線貿易

金融等業務需求，借助金融科技和新興技術的發

展，努力開拓貿易金融新業務、新領域、新形式，

找準貿易金融下一步轉型的方向。

交通銀行副行長侯維棟表示，科技創新使

貿易金融迎來嶄新時代，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運

用有效提升決策的準確性，區塊鏈技術的滲透大

幅提升業務處理效率，商業銀行應當加快培育國

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在貿易金融領域貫徹

     4 月 28 日《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公布
後，多家國際金融機構相繼宣布將向大陸證監
會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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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貿

易金融發展注入新動力。

建設銀行副行長張立林指出，新時代貿易金

融要回歸本源，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行業發展的

主題。金融機構要在對外開放新格局中把握未來

發展機遇。一是支持自貿區、自貿港建設；二是

服務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三是支持外貿發展，積

極擴大進口；四是把握服務貿易對外開放新機遇；

五是配合「一帶一路」發展倡議。

銀保監會擬取消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

公司外資持股比例限制

據人民日報 6 月 11 日報導，大陸銀、保監

會擬發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廢

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徵求意見稿）」（簡

稱「決定」），取消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

司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資一致的股權投

資比例規則，持續推進外資投資便利化。

報導指出，該「決定」表示遵循「國民待遇」

原則，不對外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作單獨規定，

中外資適用統一的市場准入和行政許可辦法。刪

去關於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及其關聯方作為發起人

或戰略投資者向單個中資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

行以及作為戰略投資者向單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的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 20%、多個境外金融機

構及其關聯方投資上述機構入股比例合計不得超

過 25% 的規定。

按照「同等對待」的原則，該「決定」明

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商業銀行和農村中

小金融機構的，按入股時該機構的機構類型實施

監督管理，不因外資入股調整銀行的機構類型。

同時明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銀行，除需

符合相關的金融審慎監管規定外，還應遵守大陸

關於外國投資者在大陸境內投資的外資基礎性法

律。

券商場外股權質押業務全面暫停

據中國經濟網 6 月 6 日報導，大陸證券業

協會日前向各大證券公司下發「關於證券公司辦

理場外股權質押交易有關事項的通知」，券商場

外股票質押業務全面暫停。

股權質押，指符合條件的資金融入方以所持

有的股票或其他證券質押，向符合條件的資金融

出方融入資金，並約定在未來返還資金、解除質

押的交易。換言之，是指投資者把手上的股票作

為質押物，獲取金融機構資金的行為。

報導表示，股票質押市場存在一定風險，場

外股票質押的風險更高。與場內股票質押僅包括

A 股股票和其他監管部門認可的證券不同，場外

的股票質押範圍更廣，除 A 股股票之外，還包括

基金、債券、B 股、新三板等，而且在質押期限

和限售要求等方面沒有明確規定。場外股權質押

標的大多是非流通股，與場內流通股質押相比，

存在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一旦出現風險，只能等

待股東補充質押物。

此次發布的「關於證券公司辦理場外股權質

押交易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規定：一是證券公

司、證券公司子公司及其管理的集合資產管理計

劃或定向資產管理客戶不得作為融出方參與場外

股權質押交易。但因參與場內股票質押式回購交

易業務及本通知發佈前已存續場外股權質押回購

交易業務而發生的補充質押除外。二是證券公司

不得為銀行、信託等其他機構或個人通過場外市

場開展上市公司股票質押融資提供盯市、平倉等

第三方仲介服務。三是通知自發布之日（5 月 30

日）起實施，發佈前已存續合約無需提前了結，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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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存續合約約定可以延期贖回的，延期期限累計

不超過 1 年。

首批申報6家獨角獸基金總發行額度達

3,000 億人民幣

據北京青年報 6 月 7 日報導，6 個 3 年封閉

運作的戰略配售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同

步獲得證監會發行文件，作為首批申報的專打獨

角獸的基金產品分別來自南方、華夏、易方達、

（嘉實、匯添富、招商基金，單個基金產品募資

規模的上限是 500 億元，這意味著 6 只戰略配

售基金的總發行額度可達 3,000 億元。

報導引述基金業人士表示，購買這類基金的

確在 3 年內無法贖回，但是這些基金可以在二級

市場交易，比如華夏戰略配售基金將在成立 6 個

月後在上交所上市。

據瞭解，這些獨角獸基金可投資以 IPO、

CDR（中國大陸存託憑證）形式回歸 A 股的科技

巨頭，普通投資者可以通過戰略配售基金成為知

名科技企業的戰略投資者，享受和全國社保、養

老金等機構同等的配售優先權。

據瞭解，在新股發行期間，戰略配售額度是

獨立於網上配售、網下配售比例單獨計算的，通

過戰略配售可以以更高概率獲配優質公司股票，

戰略配售股票限售期為 12 個月。因此，戰略配

售基金在參與創新企業戰略投資時可優先參與，

從打新角度而言擁有 100% 中簽率。

天津自貿區發布深改方案

據經濟參考報 5 月 30 日報導，近日天津市

委常委會審議通過落實「進一步深化中國（天

津）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的主要任務分

工，並正式印發實施。天津自貿試驗區將進一步

深化改革分解細化為 128 項任務。

報導指出，國務院印發了進一步深化廣東、

天津、福建三個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的方案，伴

隨深改方案的落地，大陸三大自貿試驗區開啟2.0

時代，將朝著高水準開放新平台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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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貿區近日發布深化改革方案，針對三大片區明確各項新任務。圖為天津東疆保稅港區。



天津自貿試驗區三大片區也在 2.0 版本中明

確了新的任務。在東疆片區，以融資租賃為特色

的金融改革成效顯著。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管委會

主任、自貿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沈蕾表示，下一

步，東疆片區將全面深化租賃業改革，打造「東

疆租賃 2.0 版」。探索融資租賃企業稅前扣除政

策等內容，在離岸租賃和出口租賃等細分領域持

續加強。

中心商務片區將大力探索京津冀產業轉移協

同、貿易便利化協同、創新驅動發展協同、監管

協同、技術發展協同的新機制；同時主動對接雄

安新區開發建設，為雄安新區對接國際市場、國

際資源提供平台和通道。

外資開放是機場片區的一大亮點。機場片區

將積極爭取航空維修產業擴大開放。包括進一步

申請在外資幹線飛機維修領域，爭取外資控股試

點；在支線和通用飛機維修領域，爭取外商獨資

試點。

報導指出，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天津自

貿試驗區的戰略定位和鮮明特色。此次深改方案

中，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點的方向。下一

步，天津將加快打造京津冀高水準對外開放平

台。

2025 年全球數位經濟規模達23兆美元

據中國新聞網報導，中國大陸華為發布的

「全球產業展望 GIV2025」報告勾畫了到 2025

年的智能世界的產業版圖：數位化將在生活、商

業、社會形態領域掀起前所未有的變革，這將創

造價值 23 兆美元的數字經濟規模。

「全球產業展望 GIV2025」預測，到 2025

年，全球聯接總數達到 1,000 億，視頻流量佔比

達 89%，86% 的企業將採用 AI（人工智能），

並創造 23 兆美元數位經濟，2017 年華為全球銷

售收入 6,036 億元人民幣，淨利潤 475 億元人民

幣。

該報告稱，23 萬億美元的數字經濟同時也

度量了工業、交通、能源和傳媒等各行業在智能

基礎設施上所獲得的「能量躍遷」。在巨大的市

場空間裏，獨角獸或大型企業均可在其中發掘自

己的機會。

7月1日下調日用品關稅

據工商時報 5 月 31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宣布，今年 7 月 1 日起大幅調降日用品

關稅，如服裝等進口關稅平均稅率由 15.9% 調降

至 7.1%，家電平均稅率由 20.5% 調降至 8%，調

降幅度驚人。

自今年 7 月 1 日起，將服裝鞋帽、廚房和

體育健身用品等進口關稅平均稅率由 15.9% 降

至 7.1%，將洗衣機、冰箱等家用電器進口關稅

平均稅率由 20.5% 降至 8%，將養殖類、捕撈類

水產品和礦泉水等加工食品進口關稅平均稅率從

15.2% 降至 6.9%，將洗滌用品和護膚、美髮等

化妝品及部分醫藥健康類產品進口關稅平均稅率

由 8.4% 降至 2.9%。

李克強在今年3月宣布「政府工作報告」時，

將下調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列入其中。而在

本月 1 日大陸已啟動一輪稅費新規，取消包括抗

癌藥在內等 28 項藥品的進口關稅。

此外，也擴大外資開放舉措，放寬市場准

入，落實已明確的取消或放寬汽車、船舶、飛機

等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的承諾。

7 月 1 日前也會完成修訂頒布外商投資准入

負面清單工作，部分外資企業設立及變更改由省

級政府審批和管理，並簡化外國人才來中國工作

許可程序。同時，也將大幅提高智慧財產權侵權

法定賠償上限，嚴打侵權假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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