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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FII、RQFII 再迎改革利好 加大

双向开放力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

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外汇管

理局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境内证券

投资相关管理，进一步便利跨境证券投资。 

  具体政策包括：一是取消 QFII 每月资金汇出不超

过上年末境内总资产 20%的限制；二是取消 QFII、RQFII

本金锁定期要求，将现存的 QFII 投资 3 个月锁定期、

RQFII 非开放式基金投资 3 个月锁定期全部取消，境外

机构投资者可以根据需要办理资金汇出；三是明确合格

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允许 QFII、RQFII 对其

境内投资进行外汇套保，对冲其汇率风险。 

  进一步简化管理便利操作 

  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QFII、RQFII 改革

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对额度的宏观审慎管理外，其他基

本都已放开。同时，因为 QFII、RQFII 涉及到外汇风险

问题，允许境外投资者进行外汇套保，防范汇率风险。

允许外汇套保是外汇市场开放的举动，引入更多的机构

参与进来，发展外汇市场。QFII 和 RQFII 可以扩大机构

参与的范围。” 

  从资金汇出和锁定期来看，上述负责人表示，资金

汇出和锁定期限制是影响 QFII 投资运作的主要因素。

此次将两个限制取消，将进一步简化管理、便利操作，

大大激发境外机构投资热情，促进境内资本市场进一步

双向开放。 

  事实上，我国的 QFII 和 RQFII 改革一直在推进，

不断加大开放的力度和扩大开放的范围。外汇局相关负

责人强调，“改革是渐进式的，开放的方向是非常坚定

的，外汇局会根据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国际收支形势，

把握好开放的节奏。” 

  专家称，此次改革是外汇局贯彻落实中央深化金融

改革、扩大开放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外汇管理进一步支

持和促进资本市场开放，对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 

上证指数 3079.80 0.89 

深证成指 10315.28 1.38 

沪深 300 3825.95 1.22 

上证国债指数 164.8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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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助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具

有积极意义。 

  加大双向开放力度 

  除了“引进来”的 QFII 和 RQFII，“走出去”的改

革也在持续推进，双向开放力度在不断加大。QDII 相

关工作从 4 月重启，工作机制也进行了优化。 

  2015年 3月以来，外汇局QDII总额度一直为899.93

亿美元，没有释放新的额度。但截至 5 月 31 日，最新

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显

示，获得投资额度审批的机构有 152 家，共 1015.03 亿

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QDII 制度实施十多年来，树立了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推进了资本项目可兑

换，受到国际社会好评。同时，为境内金融机构“走出

去”开展国际化经营作了有益探索，为投资者全球配置

资产作了有益尝试。 

  外汇局此前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推进 QDII

改革，根据国际收支状况、行业发展动态及对外投资情

况，进一步完善 QDII 宏观审慎管理，服务国家全面开

放新格局，助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QDLP 和 QDIE 试点也在加大力度。4 月 24 日，国

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 QDLP 和 QDIE 试点工作，将上

海和深圳两地试点额度分别增加至 50 亿美元。 

  外汇局强调，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

际收支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以及对外投资情况，进一步

完善并有序扩大 QDLP/QDIE 试点，更好服务国家全面

开放新格局。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调控周年百城房价增幅连续 10 月

收窄 环京降温最明显 

  6 月 12 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北上广深等全国

100 个城市住宅价格市场研究报告。该机构研究结果显

示，受监测的百城房价同比增幅连续 10 个月收窄。在

严厉调控政策作用下，环京楼市降温最为明显。 

  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8 年 5 月，受监测的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12514 元/平方米，

环比增长 0.7%，同比增长 11.3%。观察历史数据，当前

百城房价已连续 9 个月超过 1.2 万元的均价水平。 

  不过，百城房价的同比增幅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收窄

的态势。该数据曾经在 2017 年 7 月创下历史新高，达

到 26.9%的水平，随后曲线持续收窄，目前已保持连续

10 个月的同比增幅收窄态势。 



vip 

客服电话：4006895599 公司网址：www.abc-ca.com 客服邮箱：service@abc-ca.com.cn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9 号农银大厦 50 层               邮编：200120 

 
 

  “这充分体现了近一年政策调控效应”。易居研究

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认为，2018 年 5 月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成交

均价同比增幅分别为 3.2%、14.0%和 11.8%。“从幅度

上看，二线城市的同比增幅是最大的，这也是此类城市

近期政策频频加码和‘打补丁’的原因所在”。 

  “横向对比看，一线城市同比增幅最高点出现在

2016 年 9 月，这恰是‘930 新政’出台的时候，随后此

类城市房价同比增幅曲线开始收窄”。严跃进表示，“受

一线城市房价降温的影响，到了 2017 年下半年，二线、

三四线城市也呈现了降温态势，同比增幅曲线从高位开

始下行”。 

  易居监测数据显示，5 月份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成交均价中，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分别为 41659

元/平方米、13197 元/平方米和 10350 元/平方米。对此

类价格进行区间划分，其中一线城市 4 万元以上均价水

平持续了 14 个月，二线城市 1.2 万元以上均价水平持续

了 11 个月，三四线城市 1 万元以上均价水平则持续了 9

个月。 

  “环京城市房价降温态势很明显，这和此类城市面

临高压政策有关”，严跃进分析指出。2017 年 6 月，廊

坊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政策有两点重要内容。第一、落

实限购政策。政策明确廊坊主城区、三河、大厂、香河、

固安等城市落实限购政策，此类城市中外来人口购房需

交纳 3 年社保。第二、落实限贷政策。政策明确提高了

商业银行贷款和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当前正值调

控一周年，此类城市房价数据充分体现了房价管控政策

的有效性，也说明房价泡沫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剔除”。 

  严跃进表示，5 月 100 城房价同比增幅继续收窄，

尤其是部分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其房价已经出现了明

显降温，这和此类城市购房政策较为严厉有关。随着投

资投机需求的减少，此类城市房屋交易开始疲软。 

  他进一步指出，目前部分城市房价潜在上涨的动力

依然存在。5 月份百城住房交易数据表现比预期要好，

同时部分高端楼盘也拿到了预售证进而入市，这都会带

来房价的反弹。另外从城市结构上看，部分三四线城市

房价上涨的态势也比较明显。“预计下阶段部分三四线

城市依然会出台包括限售在内的调控政策，以进一步稳

定市场价格和预期”。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海南规划再展人口野心：未来 3 年

要增加 70 万常住人口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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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海南的自然增长率为 8.7%左右，单靠自然增长

率很难实现现有目标。正如《规划》中提出的，海南百

万人才计划将有助于提高海南人口机械增长率。 

  继《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后，海南再次展示

了它的人口“野心”。 

  近日，海南省政府印发了《海南省人口发展规划

（2030 年）》（下称“《规划》”），预计今后一段时

期海南省人口总规模将继续增长，2020 年海南常住人口

为 996 万左右，2030 年将达 1248 万左右。 

  《规划》中提出，未来影响海南人口总规模继续增

长的因素包括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海南自贸区（港）建

设，《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实

施以及季节性休假和健康养老迁移流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

东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从海南的人口发展规

划看，单靠自然增长率很难实现现有目标，也很难有足

够的优质人才支持建设自由港。因此，建设海南自贸区

（港），需要吸引更多人才参与进来。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世杰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其他配套政策激

励，实现上述目标是不乐观的。“未来海南的人口结构

与人才结构需匹配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定位和

产业需求。” 

  2030 年常住人口将达 1248 万人 

  《规划》出台后，关于海南人口承载能力、能否吸

引 1248 万常住人口的讨论在学术圈流传开来。而李世

杰最早接触这个问题是在海南省发改委组织的《海南省

人口承载力研究》的课题研讨会上。 

  彼时，很多专家认为海南岛内淡水、电力和自然生

态等资源有限，岛上不宜承载过多人口，并有专家提出

限制人口流入的观点。作为课题评审专家，李世杰认为，

海南人口承载力的关键并非资源问题，而是未理顺机

制。 

  “像不少海南的城市一样，三亚每到夏秋会出现缺

水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海南的水利设施还不够完善，

而非海南的环境承载不了现有人口规模。”李世杰说。 

  他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海南岛本岛面积

3.47万平方公里，与3.6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台湾岛和3.79

万平方公里的日本九州岛可以横向比较，海南岛内人口

约 917 万，但台湾岛和九州岛人口分别超过 2350 万和

1441 万（2016 年数据）。 

  “所以，对比台湾与九州岛，并综合海南社会的经

济发展水平来看整个海南的人口承载力， 1500 万人口

为上限是没有问题的。”他说。 

  海南 2017 年末常住人口 925.76 万，全年净增人口

8.63 万。《规划》提出，预计 2020 年常住人口将会达

到 996 万人，2030 年将达到 1248 万。这意味着未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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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增加 70.24 万常住人口，未来 13 年要增加 322.24

万常住人口。 

  海南真的能够吸引如此多人口吗？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自 1988 年海南经济

特区成立至今，海南常住人口在 30 年间仅增加了约 320

万人。即便是按照 2010 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上升为

国家战略——海南对人口吸引力的重要节点分析，海南

自此 8 年时间也仅增加了大概 57 万常住人口。 

  刘向东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目前海南的

自然增长率为 8.7‰左右，单靠自然增长率很难实现现

有目标，未来海南的人口机械增长（指某一地区在一年

期间由于人口迁入和迁出而引起的人口数量变化）率将

会大幅度增加。正如《规划》中提出的，海南百万人才

计划将有助于提高海南人口机械增长率。 

  但李世杰认为，如果海南还是用学历作为引进人才

衡量标准的话，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据我所知，

海南第一周内办理落户的人才仅一千多人。”他说。 

  海南人口结构问题突出 

  《规划》预测，除人口总规模继续增长外，未来一

段时期海南人口发展还将呈现劳动年龄人口上升、老龄

化加深、人口迁移流动活跃等主要趋势。 

  李世杰认为，当前海南最突出的问题恰恰是人口结

构不合理。“海南常住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贫困

人口的比例偏高，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或某领域专业化人

才的短缺会对海南后期自由贸易港的探索、建设产生很

大影响，这意味着海南接下来需要不拘一格引进人才，

而非仅仅以学历论英雄。”他说。 

  实际上，海南省政府也意识到人才的问题。在 5 月

13 日海南省委七届四次全会后，海南对外发布了《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根据《行动

计划》设定的发展目标，海南争取到 2020 年吸引各类

人才 20 万左右；到 2025 年，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

的目标。 

  但在李世杰看来，当前海南亟需解决的是出台细则

或指导文件作为配套性政策，引导外地人才朝着自由贸

易港所需求的人口结构去发展，而不是单纯做一个总规

或《行动计划》出来就结束了。“当然有可能在规划 1248

万人口时有详细论证，但目前我没有看到过海南省有相

关配套政策或文件出台。”他说。 

  也有专家指出，百万人才计划也可以称之为详细的

指导性文件。其提出了聚焦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

三大产业类型、十个重点领域、十二个重点产业、“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和民生事

业需要，引进培养使用各类人才的发展目标。 

  例如海南要发展离岸金融，必须有一定离岸金融技

能积累的或具备一定知识储备的专业化人才，而海南真

正懂离岸金融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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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李世杰认为，人口政策实际上非常严肃且非常复

杂。“我认为规划必须要细致考虑人才结构或人才梯队

状况，包括行业结构、技能结构等调研。百万人才计划

还算不上详细的指导性文件。”他建议，海南未来的人

口结构要匹配于自贸港的发展定位和产业需求。 

  但某位任职海南的学者坦言，“海南要吸引科技人

才，必须补上良好的教育资源与丰富的文化生活这块短

板。”他发现在海口、三亚等海南较大城市，想要听一

场歌剧的机会也非常少。 

  他认为，党中央国务院的 12 号文件中提到，支持

海南探索离岸创新中心，实际上海南只需营造好适合离

岸创新公司在此落地的国际化、法治化制度环境，不需

要担心创新人才是在硅谷、伦敦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城

市。 

（文章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什么是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指的是每份基金份额的净值，等于基

金的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余额再除以基金份额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