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季度获

QFII

增持居前的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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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名称

中国建筑

宁波银行

大族激光

广联达

三花智控

爱尔眼科

中鼎股份

鹏鼎控股

华宇软件

华策影视

QFII

名称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美林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首域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挪威中央银行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信托基金会

二季度持股数量

（万股）

25686.39�

67176.19�

4096.67�

2766.10�

2263.17�

4874.86�

2062.38�

1254.46�

1372.94�

3221.10�

增持数量

（万股）

5706.62�

3361.55�

2840.35�

1757.49�

1126.29�

1124.97�

778.01�

639.34�

573.36�

5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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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议广大市民选择安全可靠的

金融机构。 合法的金融机构接受监管，履

行反洗钱义务， 对客户和机构自身负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

金融机构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

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

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供，确保金融机构客户的隐私

权和商业秘密得到保护。

同时，应主动配合反洗钱义务机构进

行身份识别，包括在开办业务、存取大额

现金、他人代办业务等情形，并在身份证

件到期更换后，及时通知金融机构更新相

关信息。

切记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

件。 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可能会

产生“他人盗用您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协助他人完成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

“成为他人金融诈骗活动的‘替罪羊’”、

“诚信状况受到合理怀疑”、“声誉和信用

记录因他人的不正当行为而受损” 等后

果。

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账户、 银行

卡和 U 盾。 账户、银行卡和 U 盾不仅是

个人进行交易的工具， 也是国家进行反

洗钱资金监测和犯罪案件调查的重要途

径。 贪官、毒贩、诈骗分子、恐怖分子以及

其他罪犯都可能利用个人账户、 银行卡

和 U 盾进行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因此，

不出租、出借账户、银行卡和 U 盾既是对

个人权利的保护， 又是守法公民应尽的

义务。

此外， 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

现。 通过各种方式提现是犯罪分子常用的

洗钱手法之一。 有人受朋友之托或受利益

诱惑，使用自己的个人账户或公司的账户

为他人提取现金， 为他人洗钱提供便利。

请切记，账户将忠实记录每个人的金融交

易活动， 请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

现。

一直以来， 招商银行以营造稳定、和

谐的金融环境为己任，积极向社会公众普

及金融知识，履行社会责任。 未来，该行将

继续以“因您而变”的经营服务理念，以打

造“最佳客户体验”为目标，持续推进金融

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学习反洗钱知识 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积极普及金融知识

为加强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和金融素养，招商银行

广州分行积极推动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于 9 月开展了

“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

融好网民”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反洗钱知识，共同营造良好

金融环境。

A股迎来重磅利好

QFII投资额度限制将取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

据昨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消息，

为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

放，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外汇管理

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RQFII）

（以下合称 “合格境外

投资者 ”）

投资额度限制。 Wind 数

据显示，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半年

报 ， 二季度末共有 293 只个股获

QFII 持股， 持股市值为 1604.56 亿

元。 有业内人士认为， 相比 A 股加

入 MSCI 和罗素成分股， 取消合格境

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会使潜在受

益的标的更加广泛， 这对 A 股是一

个重大利好。

二季度末 293只股获 QFII持股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消息称，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是中国金融市

场开放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自 2002

年实施 QFII 制度、 2011 年实施 RQ－

FII 制度以来， 来自全球 31 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 400 家机构投资者通过

此渠道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在分享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同

时， 也积极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健

康发展。 2018 年 6 月， 国家外汇管

理局取消相关汇兑限制。 此次全面

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合格境外投资

者外汇管理领域的又一重大改革举

措。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今后，

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

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 境外投资

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再

次大幅提升， 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

市场也将更好、 更广泛地被国际市

场接受。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 截至 8

月 30 日， QFII 投资总额度为 3000

亿美元， 共计 292 家 QFII 机构获批

投资额度 1113.76 亿美元。 而 RQFII

投资总额度 19900 亿元人民币， 共计

222 家 RQFII 机构获批 6933.02 亿元

人民币投资额度。

Wind 数据显示， 根据上市公司

披露的半年报， 共有 293 只个股在

二季度末获 QFII 持股， 持股市值为

1604.56 亿元。 具体来看， 北京银行、

南京银行、 华泰证券、 包钢股份等

10 只股被 QFII 持股超亿股。 其中北

京银行获得 QFII 持股最多， 荷兰安

智银行持有其 24.9 亿股， 持股市值

为 147.12 亿元。 此外， 华泰证券、

宁波银行、 南京银行等个股获 QFII

持股市值超百亿元。

从 QFII 增持个股来看， 中国建

筑、 宁波银行、 大族激光、 广联达、

三花智控等个股二季度被 QFII 增持

股份数量靠前。 其中中国建筑、 宁

波银行、 大族激光获增持股数分别

为 5707 万股、 3362 万股、 2840 万

股。

A股将迎来更多长线资金

雷根集团总经理李金龙向信息

时报记者表示， 取消 QFII 投资额度

限制有利于增加海外资金在中国市

场的投资力度， 也可以间接支持中

国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二级市场而

言， 也是一笔新的资金流入， 相比 A

股加入 MSCI 和罗素成分股， 潜在受

益的标的会更加广泛。 雷根国际在

这一块也加大布局， 也在申请 RQ－

FII 额度， 进行更多元化投资及布局。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杨德

龙表示， 从国际市场的比较来看，

当前 A 股市场的估值处于最底端，

沪深 300 的估值仅仅相当于美国道琼

斯指数估值的一半， A 股市场的投资

吸引力进一步凸显。 近年来， A 股先

后开通沪港通、 深港通、 沪伦通，

这标志着 A 股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越

来越高。 国内投资者可以很方便地

投资于海外市场， 而外资也可以很

方便地投资国内市场， 同时有助于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外资大量流入 A

股市场将改变 A 股市场的生态。 现

在市场对于价值投资的认识也越来

越深入人心， 外资主要着眼于中长

期投资， 并且重视基本面研究。 外

资大量流入之后， 将会改变 A 股的

定价模式， 所以建议投资者要及时

转变投资理念， 抛弃过去炒消息、

炒题材的模式， 转为真正的价值投

资， 坚持基本面选股， 远离绩差股

和题材股。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慧）

昨日，记

者从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税务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实现区

域税费收入900多亿元，该局实际办理出

口退

（免）

税已超过110亿元，新增减免税

费近55亿元。而作为列入《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中“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

心”内的中新广州知识城区域，新增减免

税费超6亿元。

多举措让纳税人“少跑路”

记者周一上午走访黄埔区

（广州开

发区）

税务局时留意到，原本应该是办税

“早高峰”的办税大厅，等待办税的纳税

人并不多。

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税务局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该局相继推

出发票配送包邮、个人普票网上代开、对

外支付税务网上备案、网上申报缴税、新

办企业“套餐式”服务等系列快捷高效服

务举措，广东省税务局于8月发布“办税

事项‘一次不用跑’清单”，使大部分涉税

业务均可通过电子税务局进行办理，实

打实为纳税人节约了办税时间和办税成

本。

该工作人员介绍，尤其是在今年4月

1日开始，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税务局在

全市首个推出为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免费

提供发票邮寄配送服务， 实行发票领用

“零费用”后，来办税大厅办理发票相关

事项的纳税人明显减少。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区内受益企业达9700余户。 其中，

对于地处离主要办税点较远的中新广州

知识城， 有1154户企业享受到了这一服

务带来的便利。

体验到邮寄发票便利的某公司财务

张女士表示，“以前需要我们亲自来到税

务局才能领取到纸质发票，流程繁琐，耗

时较长。现在在公司就能收到发票了，再

也不需要几头跑了。 ”

将推进涉税业务“容缺办理”

上述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税务局相

关工作人员补充道，下一步，该局还将持

续推进涉税业务“容缺办理”。 对纳税信

用度高并承诺后期补齐资料的纳税人实

行容缺办理， 并为纳税人提供办税服务

“替你跑”服务，免费为纳税人提供回寄

资料的快递服务， 为区域营商环境创新

再添助力。

上半年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办理出口退免税超过11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