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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受限严重
外资呼吁再“松绑”

开放性成长
是中国经济强大的必然路径
丁是钉 张本

中国期 待着 自己进 一步 开放，为
的是创造一个更大的格 局，寻找 经 济

当时极为短缺 的资 本、技术 和管 理，

始在中国企业中产生。以此为起点，股

外资和外资企业的大 量进 入，改 变了

权激励、年薪制度、绩效考核、

社会力量博弈的基本 格局，让中 国经

人才测 评等 一系列 现代 化 的

济迈向了开放性成长的道路。

企业管理手段在中国

本报记者 王莹

一 直以来 ，外 资金融 机构 在中 国“半封 闭”的 金融生 态 下
生存颇为尴尬，准入门槛束缚，业务受限让外资金融机构在华
外 资 企业
从战略层面
的重视，配合资
本的强大能量，

发展的活力。

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成
为了和当时地方官僚体

世界期 待着 中国进 一步 开放，为
的是进入一个更大的市 场，寻 找走出

系博弈的强大力量。一些僵化

危机的机会。

“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而现实情况是外
资在金融市场投资有明确的额度限制，且额度远远不够。”加
拿大曼德罗矿业公司投资顾问关振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
“ 要加大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需要畏首

约意识和效率观念为主体的现代商业

畏尾，我国完全有能力应对开放过程中的风险。预计十八届三
中全会之后，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开放将提速。”

文明开始形成并迅速繁殖。中国民营企
业的崛起，

门槛高 准入审批严格

的思想和行为开始土崩瓦解，以契

中国和世界的想法从来没有如

无法大展拳脚。

一方面是
靠买通地
方官僚体
系，通过寻
租的方式
低成本高
效率地获

此的一致。其实，比经

取成长机

济 利 益 更 重 要 的 是，一

会；另一方
面也利于

个和平而充满生机的
世 界 ，必 然 是 有 着 共 同
的逻辑和语言体系。因为这是对

准入门槛的束缚和业务受限一直阻碍外资行在华发展。

2007 年 4 月份，
中国放开了对外资银行的最后限制，多家

银行在华布局网点。

“虽然对外资银行放开了限制，但在实际操作特别对设立
分支机构和法人机构的审批上，给外资银行设立了玻璃门，外
资银行在地区的扩张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由于外资经
营思路的不同，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变得边缘化和小众
化。”原渣打银行内部人士刘永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由于开设网点的限制，多数在华外资银行难以在零售业
务上实现盈亏平衡，一些外资银行对中国区的零售业务进行
选择性调整，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先后关闭了在华的

话和交流的基础。

零售业务。

中国的开放，无论是对中国

除此之外，外资至今还不能成立外商独资的证券公司。据

王利博制图

和世界来说，从来都没有如此重
要。

职业
就 GDP 而言，中国已

企业中被大量运用，直到普及。

了解，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
权益比例，
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不得超过 49%。
“在出资比例及许可方面，我们期待能够成立外资独资的

经 理 人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外资企业给

是外资企业

中国企业带来的核心价值观。在进入

外资力量
对于当时行政管理体

证券公司。”金博会资本市场投资峰会上，野村资本市场研究

济大国，但 中

给中国带来的一

中国初期，跨 国公司都 是中 国大地 上

系的强烈冲击，所带来的行政体系的积

所北京首席代表关根荣一表示。

国还远不 是一

个最直接的收益。

收 入 最 高 、福 利 最 好 的 企 业 ，当 时 的
青年精英都以到外企工作为荣。和国

极变化。

企过去几十年一直强调的无私奉献

价值观以及社会文 明形态 的变 化，是
开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更大

经是世界第二位的经

个经济强国。
首先构成 中国
庞 大 GDP 的 多

跨国公司一向被视为中
国职业经理人的摇篮。
一大批在跨国公司成长

相比，跨 国公司一个显 著的 不同是 更

和直 接的 经济 收益相 比，制 度、

数还都是 低附

起来的企业管理者跳槽到民

重视员工和企业的平等 关系 ，有一 分

的红利。

加值的产业，
在航空、航 天、

企，或者是自己创办企业，把他

付出就会有一分回报。并且这种平等
不仅是简单的金钱层面 ，更是 精神 层

的前提，也是开放的动力。站在新的历

现代生物技术等高科技 领域 ，还基 本

们在跨国公司所学到的管理方法和
经验、所形成的管 理思维 和习 惯带到
了新的企业，并由 此开始 了一 轮又一

面的。企业在给员工制定纪律和规则

上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 一统 天下，中
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不高。第 二，由 于

轮的复制。这成为了中国职业经理人

会，也必须对企业自身 的行 为有所 约

缺乏在前沿和尖端科技领域的战略
布局和基础实力，中国 经济 的转型 因

产生的独特方式。这些熟悉国际通行

束和规范。而外企职业经理人还
会通过其社交活动，带来了社会

而缺少方向感和突 破口。第 三，由 于

不仅是中国企业成 长中的 骨干 力量，
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级

风气的变化。

缺少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掌握国际通
行规则的企业家，中国 还很 难形成 真

的企业的基础性力量。

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中

正与中国巨头一较高下的世界级企
业群。第四，在 中国还 没有 完全形 成
与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目标相匹配
的现代商业文明。
回顾 中国 改革开 放 30 多 年 的 历
程，开放不仅仅是给中 国经 济注入 了

的同时，必须先给员工 创造 条件和 机

商业规则和商业语 言的职 业经 理人，

现代企业制度是外资企业给中国

因为开放，所以开放。开放是开放

外资在华金融业务内外交困
“除了金融机构的准入受限，金融产 品进 入也 存在限
制。譬如一般开放初期不准许外资吸收本币存款和本国居
民个人存款。”向松祚表示，
“外资意见最大的是金融市场参
与方面的限制，即外资机构或外资大规模投资国内市场渠

史起点上，中国需要和世界经济的进一
步兼容，以获取更大的空间和力量。进

道受限。”

一步开放已经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遇
“内外交困”。

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多方受限，外资行新业务开展上也遭
（下转 G03 版）

现代商业文明是外资企业给
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形成了
世代相传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官本

企业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中国实质上只有工厂和车间，
而没有真正的企业。是跨国公司的到

位观念。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进

来，让中国企业认识到了产权的力量。

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无法撼

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治理结构开

动。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于

行破坏性的颠覆，这种根深蒂固

服务业对外开放待升级
行业期待“鲶鱼效应”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和生活改善的重要力量。但不少领

面临着发展 难题 的不止 是旅

域对外资而言仍然存在
“高门槛”
。
中投 顾问产业与政策研 究中

游业。去年 9 月，国家邮政总局批

心主任扈志亮在接受 《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的

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经
营国内快递业务，市场准入方面的

内管制过度，是造 成我 国服务 业发

金融、交通仓储、文化、旅游、动漫

障碍大幅降低，而此前，外资快递

展滞后、国际竞 争力 低下的 根本 原

等领域的垄断依然严重，外资准入

业在华经营状况则非常尴尬。

因。因此，扩大服务开放，深化服务
领域改革，是促进 服务 业发展 的根

困难，其中金融、旅游、交通仓储对

中国的服务业该如何发展？这
或许会成为三中全会关注的话题
之一。专家指出，对外开放不足，对

本选择。

资金的要求高，而且涉及面广，国
家对外资涉足设置的阻力较大。严
重地限制服务业的发展。”

旅游、
快递等领域
垄断严重
从餐饮到酒店 ，从交通 到教
育，外资企业似乎正在谋求全方位
的进军中国。“大型外资企业到中
国来开拓市场，似乎并不是什么难
事。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例，其目前
在大陆的营业点遍布沪、京、津、

以旅游业为例，近年来，一些
外资旅行社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
潜力，纷纷涌入。但是相对于在其
它行业的如鱼得水，外资旅行社在
中国的生存现状着实尴尬。据不完

准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和优

数据显示，2011 年国有、
民营、

外资快递企业业务量市场份额分
别为 29.4%、67.6%和 3.0%，而外资
快递企业在国内的份额占比只有
3%。

期待外资“鲶鱼效应”
业内专家指出，
“ 以开放促改

全统计，目前在内地的近 30 家外

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中实现腾飞的重要经验。事实

亏损状态，个别旅行社甚至已经处
于半停业状态。

上，中国的法律、会计、税收、评估、

资旅行社中，有超过 9 成仍然处于

专利代理、咨询服务等专业服务业

辽、豫、鄂、苏等大省的一二三线城
市。 中国的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

“现在北京的外资旅行社没有

的发展仍然存在质量和标准化水

几家，
能盈利就更少了。”
北京一家

色彩强烈，市场准入限制严格，但

国内旅行社的负责人对《中国企业

平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人才不
足等突出问题 。

是从餐饮这块来讲，并不存在什么

报》 记者说，
“在境内游市场上，与
国内旅行社相比，外资旅行社并不

的不断深入，放开服务业各领域是

门槛问题。”一位资深的产业公司

扈志亮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

顾问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道。
目前，包括金融、批发零售、住

具备网络和客源优势；在出境游业

必然之事。引入外资可以产生
“鲶鱼

务上，国家更是明令禁止外资旅行

宿餐饮、交通仓储等主要服务业行

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的出境游以

效应”
，
倒逼这些行业加快改革转型
步伐。但开放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尤

业和旅游、文化、家政、动漫、环境

及港澳游的业务。这样一来，外资
旅行社就面临着进退维谷的状态，

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价值观的影响

服务、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产业以
及新型业态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
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即使有着丰富的目的地资源和完
整的接待网络优势也于事无补。”

其在金融和文化领域，这些领域对
重大，当国内出现一批实力较强的
企业再全面放开比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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