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意见》（银发
[2020]95号）的影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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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保监
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外
汇局”）于2020年5月1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意见》（银发[2020]95号）（“95号文”）。该文件参照并重申了已于
2019年2月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1中的相关规定。

95号文涵盖了推动经济发展、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诸多
事项。随着粤港澳的不断融合，金融业的变革也将进一步深化。

1 https://www.bayarea.gov.hk/sc/outline/pl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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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和财富管理业的影响

95号文第9条重申了南北双向的跨境理财通机制。尽管相关理财产品通过银行渠道销售，但大湾区
的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发合适理财产品供内地投资者投资香港和海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反之亦然。
鉴于内地与香港理财产品的不同特征，大湾区的基金管理人和银行也将在投资者教育普及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

95号文第13条为资产管理公司在大湾区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提供了机会。此类规定可以
为有意愿拓展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股权和债务融资（ 包括助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活
动）。人民币资金募集规模自2017年达到峰值后显著下降。该举措可重新激发投资者募集人民币
资金用于海外投资的兴趣，尤其在现有环境下，相关资产的价格更具吸引力。

为促进跨境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95号文第15条规定，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有
限合伙人制度（QFLP）试点投资中国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基金），允许中国
内地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及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进行海外投资。
如果位于香港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和创业投资管理人，已在其他内地省市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
伙人（QFLP）进行投资，则大湾区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将自然成为此类管理人的首选。

同样地，进行海外投资的内地投资者也可以利用大湾区的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制度（QDLP）及合
格境内投资企业制度（QDIE）试点投资现有的海外基金。随着即将在香港推出的有限合伙基金制
度，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及合格境内投资企业制度可作为有效联接基金，直接投资包括新的有限
合伙基金在内的香港注册基金，从而实现真正的架构本地化。

最后，如95号文第20条所述，中央鼓励在大湾区设立投资基金，从而支持保险资金和银行理财资
金能为大湾区内的现代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类扩展的融资渠道也能有
效支持对包括大数据基础设施和金融科技在内的大湾区新技术投资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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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尽管95号文中提出的诸多事项已为市场所熟悉，但该文件更加明确地展现了中央意图促进大湾区
银行业发展的愿景。

95号文第8条对香港银行业将是一大利好。该条规定创设了结算账户试点体系，并支持强化远程开
立内地Ⅱ、Ⅲ类银行结算账户的代理见证服务。尽管代理见证开户服务目前仅限于指定的中国内地
银行，但第8条可能意味着未来此类服务可扩展到外资银行。

95号文第9条明确了南北双向的理财通机制。出于风险管控和监管考量，初期的理财产品可能较为

简单，并借助银行账户平台，通过在非公开环境下设置投资限额和投资者资质要求等进行管理。
银行业热切期待有关该机制实施的更多细节规定。理财通中的“南向通”将进一步促进和深化离
岸人民币在大湾区的使用。

95号文第22条推进了信用评级产品和征信服务的跨境互认。由于数据保密及跨境数据共享的监管
障碍，该规定对信用评级机构和监管机构而言，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第22条还概述了港澳人民

币清算行在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该条着眼于优化完善“沪港通”、
“深港通”和“债券通”，包括将“债券通”安排扩展至“南向通”。该条还支持符合条件的港
澳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在内地发行债券，并进一步拓宽发行主体范围、境内发行工具类型和币
种等。

95号文第23条规定了逐步扩大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此项安排将人民币跨境使用

范围扩大至整个大湾区，且一定会增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由于现有的对冲工具有限，要特
别关注人民币的风险管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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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业的影响

95号文第19条重申了中央支持粤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跨境机动车保险及医疗保险创新产品，并

在承保、查勘和理赔领域为跨境投保人提供帮助。该条还支持保险公司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服
务中心，以便为在大湾区生活或工作的香港投保险保人提供售后服务。这也与2019年2月的《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相一致。

除上述内容外，以下两项新措施在帮助保险公司进入大湾区市场方面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 95号文第10条讨论了引入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以帮助跨国公司管理大湾区城市

之间的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这将对希望从大湾区内地城市居民处收取保费并汇回港澳
的保险公司大有益处。

• 95号文第14条概述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的支持。这
将有助于保险公司承保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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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绿色金融的影响

95号文第24条将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推动大湾区绿色金融进一步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该条特别强调了广州碳排放交易所的作用：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及个人以外汇或人民币参与大湾
区内地碳排放权交易。

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项重要挑战。第24条也提到了该问题，并将鼓励大
湾区企业利用香港和澳门来认证绿色金融项目、发行绿色债券以及筹集绿色项目资金。

通过将环境和气候因素整合到融资和投资决策中，金融行业正变得更为“绿色” 。政策制定者一直
在探索利用资本市场推动变革并将经济转型为低碳模式的方法。考虑到大湾区新增基础设施建设
和建筑项目的预期规模，建筑行业将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这也是一个具有强烈融资行业。

在房地产领域，清洁能源的使用正日益增加，例如在新建筑的设计中加入太阳能电池板。此类创
意在向银行寻求绿色贷款时将更具说服力。绿色金融是促使各行业走向绿色的关键动力。对包括
旅游业和物流业在内的所有大湾区参与者而言，这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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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科技的影响

95号文第26条支持创投基金的跨境资本流动以促进科技创新。该条还期望完善大湾区的大数据基
础设施，不限于金融服务业，还包括医疗和教育领域。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已在广东建立的大
数据基础设施扩展到香港澳门。确保跨区域的数据质量和安全是关键。这将需要一个监督数据共
享的治理结构。

为在大湾区进一步发展金融科技，95号文第27条规定了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这将
使参与银行能安全地交换跨境贸易信息。但主导该平台开发的机构尚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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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管理的影响

95号文第28条强调了对跨境风险的防范和监管。许多机构都希望见到跨境监管的互认与协调，以
促进向整个大湾区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该条提议建立监管“沙盒”——这将有助于线上和传统机构
推动跨境金融服务。例如，香港的虚拟银行可在监管沙盒环境下，加快实施针对潜在中国内地和
澳门客户的电子化客户识别（eKYC）程序。

95号文第29条强调了通过预警体系减轻和防范风险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跨境信息
共享：粤港澳三个司法管辖区都将保存有助于风险预警的数据（例如黑名单和白名单）。关键在
于建立协议使银行能够获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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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号文是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深化与补充。它有助于进一步
推动大湾区的金融创新发展。该文件涉及了金融业的方方面面，显示出了广
泛的机遇。而这都建立在95号文开篇的四项总体原则上，该四项总体原则可
简要概括如下：

•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为大湾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 坚持合作互利共赢，加强大湾区金融互补和融合；
• 坚持市场化导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 坚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推进金融开发创新；

95号文期盼一个更加一体化和无缝连接的大湾区。普华永道（PwC）也会在
即将出版的专题报告《大湾区金融服务业：培养大湾区思维》中深入探讨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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