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证监会：

拟将QFII、RQFII两项制度合二为一

2019.2.1��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B02

财经 /产经

发

财

狮

子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 31 日发布消息

称， 日前就修订整合现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 （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 （RQFII） 制度及相关配套

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拟将 QFII、

RQFII 两项制度合二为一。

我国于 2002 年和 2011 年， 先后

实施 QFII 和 RQFII 制度试点。 截至

2018 年底， QFII 总额度 1500 亿美元

（目前已增至

3000

亿美元 ）

， 共有 309

家境外机构获得 QFII 资格， 获批额度

1011 亿美元； RQFII 制度从香港扩大

到 19 个国家和地区， 总额度 19400 亿

元人民币， 共有 233 家境外机构获得

RQFII 资格， 获批额度 6467 亿元人民

币。

试点以来， 两项制度总体运行平

稳， 对引进境外长期资金、 优化投资

者结构、 引导价值投资、 完善上市公

司治理、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

放逐步扩大， 现行 QFII、 RQFII 制度

在准入条件、 投资运作和持续监管等

方面已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本次修订在合并两项制度的同

时， 还将放宽准入条件、 扩大投资范

围、 优化托管人管理、 加强持续监管

等。

据新华社电

记者 31 日从商务部了

解到， 截至 2018 年末， 我国国内贸易

实有市场主体突破 7000 万户， 占全国

市场主体总数的 68%， 高居各行业首

位。

这是商务部在 31 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 据悉， 国内贸

易主要行业包括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

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2018

年， 国内贸易新设市场主体 1412 万户，

平均每天新设 3.9 万户。 2018 年末， 国

内贸易实有市场主体 7343 万户， 比上

年增长 10%。 其中， 批发零售业市场主

体 5484 万户， 增长 8.6%； 住宿餐饮业

市场主体 1039 万户， 增长 19%。

国内贸易作为国民经济大产业地位

进一步巩固。 据介绍， 2018 年， 国内

贸易增加值 11.7 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

总值约 13%， 占比仅次于制造业， 占第

三产业增加值约 25%。

国内贸易的稳就业惠民生作用凸

显。 高峰表示， 据初步测算， 2018 年

末国内贸易就业人数达 2.08 亿人， 比

上年增长 8.5%， 首次突破 2 亿人大关；

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超过四分之一， 占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超过一半。

此外， 国内贸易还充分发挥了税收

增长顶梁柱作用。 2018 年， 批发零售

及住宿餐饮业税收收入达 2.4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9%， 增速比税收总额快

2.8 个百分点， 对税收增长贡献率达

18.2％。

据新华社电

中国黄金协会31日公

布数据，2018年我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1151.43吨，与上年相比增长5.73%，连续

6年保持全球第一位。

“国内黄金消费市场持续回暖，首饰

和金条、工业及其他用金稳定增长，金币

销售略有下降。 ” 中国黄金协会会长宋

鑫在3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统计显示，2018年，我国黄金首饰消

费量为736.29吨，同比增长5.71%；金条

285.2吨， 增长3.19%； 金币24吨， 下降

7.69% ； 工业及其他 105.94吨 ， 增长

17.48%。

从生产端看， 伴随黄金行业不断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部分处于自

然保护区内的矿山有序退出，国内黄金

产量近年有所下降。

2018年， 国内黄金产量同比下降

5.87%至401.119吨， 但仍位居全球第一

位。 其中，黄金矿产金345.973吨，有色原

料产金55.146吨。

2018 年， 我国黄金行业“走出去”

步伐加快。 据统计， 重点黄金企业集

团境外矿产金产量已达 23.4 吨， 黄金

企业走向海外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

势。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春节将

至，你家里是否准备好白切鸡、蛋散、煎

堆、油角和炒米饼？大众点评“年味地图”

日前正式上线，用可视化大数据呈现春

节期间的饮食风貌。据其 1 月 30 日提供

的数据显示， 上述 5 种食物为广州人春

节家里最常见的 5 种食物。

截至 1 月 29 日 20 时， 大众点评

2019“年味地图” 大数据实时显示， 南

北食客凭借着对烤鸭的热爱， 将其推

上了全国最火菜第一名。 北京、 天津和

广州的居民已经早早进入了传统春节的

饮食赛道， “逢年过节吃饺子” 是北方

人不变的传统， 而在广州， 佛跳墙、 白

切鸡等过年特色菜品的搜索热度持续增

长。

不同地域口味的相互流动成为今年

年菜里的新趋势， 其中异军突起的是

“花胶鸡”。 这道粤式风格传统煲汤， 以

色泽金黄、 汤汁鲜浓、 入口醇厚的特

色， 意外地征服了“重口味” 的成都

人。 实时数据显示， 花胶鸡以超过 3 万

的热度， 超越柴火鸡、 冒菜、 串串， 位

居成都最火菜品第一名。

在广州最受关注的五大菜品中， 椰

子鸡、 猪肚鸡、 砂锅粥这类滋补养生菜

品占了三席。 而传统年味食品中， 白切

鸡、 蛋散、 煎堆、 油角和炒米饼占据

“过年特色菜” 前五位。 专家分析认为，

上述 5 种食物有饮食习惯影响， 也与风

俗寓意关联， 例如广东有俗语“煎堆辘

辘， 金银满屋”； “油角弯弯， 家财百

万”。

一加手机占据去年

印度高端手机销量第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日前，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

point 发布了 2018 年印度高端智

能手机市场报告。 数据显示， 受

益于持续的强势市场表现， 中国

产手机一加成为 2018 年印度高端

手机市场销量第一的品牌。 一加

手机在 2018 第四季度以 36%的市

场份额获得在印度 3 万卢比

（约

合人民币

3000

元）

以上价位段的

高端手机市场第一名， 苹果、 三

星分别以 30%、 26%的份额位居

第二、 第三。 这已是一加手机连

续三个季度获得印度市场第一。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 2018

年一加在印度高端市场份额同比

增长 85%， 成为印度按年增长最

快的高端智能手机品牌。 该机构

研究分析师 Karn Chauhan 表示：

“2018 年一加连续三个季度领衔

高端手机市场， 在第四季度的出

货量更是创下了单季度高端市场

出货量最高纪录， 同时也带动印

度整体高端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

年度历史新高。”

超五成受访者表示

去年年终奖与前年持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日前， 腾讯理财通联合腾讯金融

科技智库、 企鹅智酷发布 《2018

年终奖调查报告》， 通过对全国多

个城市年终奖数据进行调查， 从

地域、 行业、 年终奖金额、 理财

方式、 计划花费等多个维度， 展

示身在职场的国人的年终奖现

状。

报告显示， 61.3%的受访者年

终奖未过万元门槛， 22.5%的受访

者年终奖在 1 万元至 10 万元之

间， 只有 1.7%的受访者年终奖在

10 万元以上。 47.1%的受访者年

终奖金额与期望值持平， 41.4%的

受访者年终奖金额比期望值少。

55.4%的受访者 2018 年年终奖与

2017 年相比变化不大。

同时， 51.6%的受访者倾向在

互联网理财平台

（如腾讯理财通

等）

进行年终奖投资理财， 47.8%

的受访者倾向在银行进行年终奖

投资理财。

国内贸易实有市场主体居各行业首位

去年我国黄金消费量增长 5.73%

据新华社电

世界黄金协会 31 日

发布数据，受全球央行购金与去年下半

年以来金条金币投资加速等因素驱动，

2018 年全球黄金需求增至 4345.1 吨，

同比增长 4%。

“2018 年全球央行官方黄金储备

增长了 651.5 吨，同比增长 74%，是有

记录以来的第二高。 ”世界黄金协会中

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 31 日在北京举

行的记者见面会上介绍，在世界经济不

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更多央行选择配

置黄金资产以分散风险。

2018 年， 全球金饰需求稳定在

2200 吨， 与 2017 年相比基本持平；同

期， 金条与金币的零售投资需求达到

1090.2 吨，同比增长 4%，其中金币需求

大幅增长至 236.4 吨，为近 5 年高点。

2018 年， 以实物黄金为支撑的黄

金 ETF 产品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以及类似的产品仅有 68.9 吨的小幅净

流入， 与 2017 年相比下降达 67%；同

期，受去年四季度以来智能手机销售放

缓等影响，去年科技行业黄金用量仅微

幅增长 1%，为 334.6 吨。

链接

去年全球黄金需求增长4%

广州“年味”大数据：

粤式花胶鸡异军突起

链接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 31 日发布消

息， 沪深交易所正在抓紧修订 《融资

融券交易实施细则》， 拟取消“平仓

线” 不得低于 130%的统一限制， 交

由证券公司根据客户资信、 担保品质

量和公司风险承受能力， 与客户自主

约定最低维持担保比例。

同时， 扩大担保物范围， 进一步

提高客户补充担保的灵活性。 此外，

为满足投资者对标的证券的多样化需

求， 沪深交易所正在研究扩大标的证

券范围。

将完善融资融券交易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