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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创新◆
创新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源泉，开放是资本市场创新的动
力。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开放”，两者密不可分。
未来五年对中国社会和经济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五年，经济要
实现转型，中国社会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资本市场开放应
该能够为这个目标提供推动力。

未来五年是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窗口期
◆ 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 祁斌

未来五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双向开
放的重要窗口期和成长为世界一流市场的难得机遇期。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将加快我们从新兴市场走向发达市场的进程，同时也将促进和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
转型，推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开放密不可分
创新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源泉，开放是资本市
场创新的动力。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开放”，
两者密不可分。
资本市场创新非常丰富，可以包括产品创新、
市场组织形态创新、业务创新、制度创新及金融
教育创新等等。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
是有很多创新的。例如，在市场组织形态的创新
方面，以交易场所为例，美国有 ＯＴＣ 市场（场外
市场），但美国的场外市场，如早期的纳斯达克，
是没有投资者准入制度的，而中国在设计新三板
时就增加了投资者准入制度，使得市场更加机构
化。又例如，中国的金融教育也是有很多创新的，
每年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组织的资本市场系列讲
座，把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业界和学术界的代
表组织起来，为学生提供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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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与市场最新发展紧密相连的鲜活的教学
方法，这在很多发达国家也是没有的，应该也算
是一种创新。
我们探讨一下创新和开放的关系。
首先，中国作为后发市场，创新往往首先是
源于开放的学习和借鉴。２０００ 年，我国还没有开
放式基金，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正式推出开放式基金，算
是一个金融创新，但其主要是向发达市场的学习。
而中国市场的学习能力也确实非常快，在随后的
三五年之内，全球几乎所有的基金品种都在中国
市场复制并本土化了。
其次，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中国有
很多后发优势，能在学习发达市场的基础上寻求
创新。例如，发达国家有货币市场基金，我们也
学习了货币市场基金，但是中国出现了余额宝，
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没有的，余额宝几个月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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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球第四大货币市场基
金，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奇特的
现象。又如，中国的新三板的
发展在全世界也非常受瞩目，
没有一个场外市场一年能有几
千家的企业挂牌。美国的区域
性市场基本都消亡了，但是中
国 有 １４００ 多 万 家 中 小 企 业，
所以中国的区域市场也会有发
展空间。
第三，在中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过程中，还涌现出很多很
多发达国家或发达市场所没有
的创新。例如，我国在人民币
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和金融服务业没有完全开放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国资本市场从建立

的前提下开通了沪港通，使得内地投资者可以直

伊始，就开始了向发达市场的学习和借鉴，同时

接投资于境外市场，同时香港投资者和国际投资

面临着国际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竞争与挑战，我国

者可以直接投资于 Ａ 股市场。这不仅仅是交易机

探索了一条从我国国情出发并逐步与国际市场通

制上的创新，在跨境监管合作方面也需要很多制

行规则接轨的对外开放路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度上的创新。尽管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香港

我们与世界发达市场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八个

是一个发达市场，其运行和监管的标准是比较国

字，即“一边学习、一边赶超”。

际化的，而我们 Ａ 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

以沪港通开通为标志，中国的资本市场迎

本土色彩还比较重。两者之间实现无缝对接的合

来一个开放的新时代，其主要特点是逐步走向双

作监管，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首创，也为其他可能

向开放，从简单“引进来”变成“走出去”，从

的类似市场联通提供了经验。全球很多国家和监

简单对外开放变成双向开放。从早期建立合资证

管者都在研究和借鉴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创新。

券、基金公司的“请进来”，到近年来中资证

金融创新的重要意义是提高市场运行的效

券、基金公司“走出去”，到在香港设立子公司

率，客观上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有效

甚至收购国际券；从十年前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

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资 者（ＱＦＩＩ）， 到 后 来 推 出 合 格 境 内 机 构 投 资

但创新的过程往往是源于竞争和逐利，人类资本

者（ＱＤＩＩ），今天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市场发展历史也是一部金融创新的历史，也是一

（ＲＱＦＩＩ）已经落户于巴黎、伦敦等世界各大离

部规则被不断否定和破坏，又重新建立并不断完

岸人民币中心，对外开放逐步深化。沪港通试点

善的历史。中国走到今天，不单是向世界学习和

的顺利开通，使境内外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对方

借鉴，我们的一些创新也可以供世界来参考。

市场进行投资，更是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
双向开放的新阶段。这背后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经

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双向开放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创新是一个交替发生的过程，

济金融的实力已大幅提升。以境外上市为例，从
１９９３ 年第一家中资企业（青岛啤酒）红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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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中资股在香港市场占到半壁江山和阿里巴

构以散户为主，散户投资者在我国市场持有 ２５％

巴成为纽交所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ＩＰＯ），已

的市场却贡献了 ９０％ 的交易量，市场理性程度不

经今非昔比。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亚投行是 ２０１５ 年

足，波动性较大，投资者结构亟须完善。市场参

国际瞩目的焦点话题，其背后大国博弈的结果更

与机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国际竞争力不足。总

是说明了今天中国经济金融的实力必须为世界其

体来说，我国资本市场与成熟市场或者世界一流

他国家所正视。

市场还有相当的距离。

尽管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资本
市场和证券期货业总体开放水平还较低。资本市
场相对封闭，以内生型市场为主。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１． 资本进入有很多限制和管制，便利性不足。
国际资本在境内市场的占比不仅低于成熟市场，
也远低于很多新兴市场。例如，我国周边市场和
很多新兴市场，外资占比大都在 ２０％ ～ ３０％ 左右，
我国的 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 制度已经运行多年，２０１４ 年
又开通沪港通，但截至目前，国际资本在 Ａ 股市
场占比还只有 １．６９％。
２． 金融服务业开放还有很大提高空间。合
资公司经营不善，本土投行国际化水平不足，
中国经济跟世界正紧密相融，但是投行提供服
务远远不够。很多合资证券公司业务受限较大，
普遍处于运营不佳和亏损状态，多家境外机构
已经退出合资公司；境内机构“走出去”以香
港为主，缺乏全球布局，难以为我国实体企业
走出去提供服务。
３． 国际认可程度较低。２０１４ 年，因市场的开
放程度和资本流动便利性等因素，国际指数公司
明晟（ＭＳＣＩ）与富时（ＦＴＳＥ）在年度市场分类
评审中仍未将 Ａ 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金砖国
家中也仅有我国 Ａ 股市场未被纳入，这与我国 Ａ
股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很不匹配。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往往与市场的市场
化、法制化程度高度相关。我国市场仍然处于“新
兴加转轨”的阶段，市场运行的市场化、法治化
程度有待提高；监管标准和监管水平与世界一流
市场有一定的差距；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足，
产品和市场层次有待丰富；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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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是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窗口期
全球范围内，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都在致力
于更大程度的开放，但其目标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发达市场的开放目的是为了应对竞争，拓展发展
空间，提高国际竞争力。其开放的方向既有发达
市场之间的相互开放，如欧洲大陆多个交易所建
立交易所联盟，探索基金护照制度等，也有向新
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的开放，如美国吸引大量中
概股赴美上市，香港加大向内地企业开放的力度。
发达市场开放最典型也最成功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英国撒切尔夫人主导的伦敦金融市场“大爆
炸”，采取了一整套全面改革和开放的举措，使
得伦敦金融市场迅速繁荣，并在与纽约国际金融
中心的竞争中重拾往日的优势。
而新兴市场的开放往往是出于提高自身市
场发展水平的要求，推动市场走向成熟，加快
建成发达市场，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
资本市场的相互渗透，通过开放提高国际竞争
力是其另一重要开放目标。因此，在新兴市场
的开放一般指的是对发达市场的开放，而且更
多的是引进来。
二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全球新兴市场中，由
新兴市场上升为发达市场的代表性国家只有以色
列和韩国，而以色列因为与西方国家的渊源非常
深远，所以与我国市场并不具备可比性，而韩国
市场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韩国是东方
国家，也经过了很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最终通
过开放在不长的时间内从新兴市场成长为了发达
市场。１９９２ 年，作为新兴市场的韩国推出 ＱＦＩＩ 制
度，同年被纳入 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开启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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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开放的进程。１９９６ 年，韩国公布了证券市场对

越南等。日本市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在 ２０

外开放路线图。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亚洲金融危机，韩

世纪 ８０ 年代经济金融发展势头良好的时期没有

国加速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全面开放了资本市场，

主动规划开放的战略，后被迫开放，陷于被动，

１００％ 纳入了 ＭＳＣＩ 新兴市场指数。２００８ 年富时宣

随着经济泡沫破灭，其金融市场迅速萎缩。２０ 世

布将韩国由新兴市场上调为发达市场，前后大致

纪 ９０ 年代，阿根廷在本国经济金融形势并不稳

经历了 １５ 年的时间。可以说韩国市场的开放对其

定的背景下对资本市场开放采取了过于激进的开

市场水平提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

放策略，在开放过程中也缺乏统一部署和协调，

作用，同时对韩国社会和经济形态也产生了重大

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遭受重创。越南资本市场

影响。韩国以前的金融形态以财阀为主，都是大

在 ２００６ 年前后全面开放，而其市场当时刚刚起步，

企业、大银行、大财阀相互缠绕，社会资源配

规模很小，大量外资的进出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

置方式高度非市场化，滋生了很多腐败。在韩

冲击，影响较大。

国社会的阳光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很多问题

与其他新兴市场不同，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

浮出水面，很多企业家、银行家和政治家得到

件方面，我国具有其他国家不能比及的优势。我

了悲惨的结局。原来韩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
的比例为 ８：２，经过 １５ 年的改革开放，两者比例

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非常稳定，从宏观经济看我

变为 ５：５，而美国为 ２ ：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韩

市场开放是自上而下，按照总体部署，非常主动

国经济也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形态开始转型，涌现

地推进，不是受制于外部压力的被迫开放。我国

了三星电子等高科技企业，韩国社会也逐步走向

资本市场和证券期货行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公开化、透明化和现代化。

和实力。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开放不同，我国

目前我国融资结构处于失衡状态，间接融资
与直接融资比例为 ８：２，与韩国市场早期相似。

不仅对发达市场开放，还对新兴市场开放，在“一

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希望在较快的时间内实现直

以走向新兴经济体；不仅引进来，还会走出去，

接融资、间接融资较平衡的状态。中国资本市场

是一个全方位的双向开放过程。这些形成了我国

的进一步开放，并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一

资本市场开放的独特优势。

国还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国的资本

带一路”规划下，很多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都可

方面，开放将加快我们从新兴市场走向发达市场

中国证监会目前正在制定未来五年资本市场

的进程，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也将

对外开放的战略和路径图。２００８ 年证监会曾出版

促进和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推动 ２０２０ 年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规划了 ２０２０ 年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国资本市场的愿景，即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资本市

未来五年对中国社会和经济来说是非常关键

场将实现从“新兴加转轨”市场向成熟市场的过

的五年，经济要实现转型，中国社会要跨越中等

渡；将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

收入陷阱，资本市场开放应该也能够为这一个伟

理机构，金融服务水平全面提高；资本市场的各

大目标提供推动力。因此，未来五年也将是资本

项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成为推动和谐社会

市场实现高质量双向开放的重要窗口期和成长为

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如果我们制定清晰又切合

世界一流市场的难得机遇期。

实际的改革开放路径图并坚持下去，是完全有机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要借鉴其他国家的

会实现规划中的愿景的。我们也相信，在不断开

经验，同时也要吸取一些国家开放过程中失败的

放、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创新也能得到极

教训。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包括日本、阿根廷和

大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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