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 CHINA BUSINESS JOURNAL

2018.5.14

编辑 / 张辉

制作 / 何春晓

校对 / 张国刚

zhanghui@cbnet.com.cn

与老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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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外资银行蓄势竞跑新一轮对外开放

老板 秘籍

访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吴佳青
2018 年 4 月 11 日， 央行

和子行等， 施行内外资一视同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

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分论
坛上阐释了我国推进金融业对

仁政策。
“
我们欢迎外国的银行、证券

公司行长吴佳青表示：
“
金融市场
的开放是中国打造金融中心必不

参与。 ”吴佳青如是说。
针对中国金融市场新一轮
全方位、深层次、大力度的对外

外开放的原则、 具体措施和时
间表。 在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

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进行业务运作
和投资。 我们会对国内外的公司

可少的条件，我们乐见这种开放。
从去年开始， 我们明显感到中国

开放对中国金融业以及外资企
业的影响，近日《中国经营报》记

业务范围的同时， 取消银行的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允许外国

一视同仁， 到底谁会表现出更好
的竞争力， 这是他们自己来决定

市场的开放速度加快了， 而且能
够感受到新一轮的开放更多的是

者专访了摩根大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行长、环球企业银行中

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

的，我们拭目以待。 ”易纲表示。

主动开放， 中国市场需要外资的

国区主管吴佳青。

外资银行还有哪些机遇？
我们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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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开展业务，可以服务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这是我们
全球网络的优势。 从产品的优势上来
看，我们有全方位的产品平台，包括投
资银行、资金服务、全球贸易及贷款、外
汇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令我们可以

开放速度超预期 明显感受
“
松绑”力度

为中资客户的“走出去”以及外资企业
的“
走进来”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参与到中国市场，无论是股票、债券，
还是大宗商品、期货等，都是外资银行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

允许外资控股证券、 基金管理、期
货公司，我想所有的外资银行都会积极
地抓住这个机会参与进来。 如果我们能
够更加深入参与到中国市场，无论是股

《中国经营报》： 从去年开

康， 从而帮助经济更加有序地

始，中国针对外资开放的政策频
频出台，尤其是银行业的开放全

发展。
从去年开始， 我们明显感

面且内容丰富，很多限制门槛都
在逐步放开。 你怎么看待中国金

觉到整个开放速度加快了。 去

融市场的新一轮开放？
吴佳青： 现在中国的经济

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明确外商独资银行可

体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 整体经济和金融的形势也

以依法合规与母行集团开展境
内外业务协作， 发挥全球服务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和

优势， 为客户在境外发债、上
市、并购、融资等活动提供综合

整个金融市场的协同效应明
显。 如果资本市场不发展或者

金融服务。 之后， 财政部又宣
布， 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

发展的速度跟不上， 就没有办

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

作为一家外资银行， 摩根大

法支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 最近几年国内金融发展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强调， 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 重点是防控

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
至 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
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这些都是
具体的开放举措， 而且有非常
具体的时间表。

通并不担心与中资银行的竞争。
我们一直追随着客户的脚步开展

年 3 月，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外

金融风险。 基于这两点，现在中

《中国经营报》：当前新一轮

国欢迎外资机构更深层次的参
与。 不少外资机构在国外金融

对外开放，你认为外资银行还有
哪些机遇？

市场的发展已经有几百年的历
史， 经历过种种阶段的经济发

吴佳青：我们为这个“新时
代”将给我们带来的新机遇感到

展和经济周期。 这些机构在全
球各地开展业务， 不管是从机

兴奋。中国市场对摩根大通全球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制上、系统上、经验上，还是有
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
我们认为金融市场开放和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相辅相
成。 中国市场需要外资的参与，
来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健全和国
际化的机制体制。 更多成熟投
资者的参与也会帮助这个市场
更加规范化、 透明化， 更加健

票、债券，还是大宗商品、期货等，都是
外资行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 以中国香
港、新加坡、日本这些已经成为国际金

摩根大通在中国运营已有
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改革开
放以来， 我们不断深化在华布
局， 从我们的本地法人银行成
立以后，已经设立了八家分行。
摩根大通一直致力于为我们的
客户提供创新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包括国债承销、跨境扫款、
货币市场基金自动划扫解决方

融中心的市场为例，跨国金融机构确实
为这些市场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很多力
量，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中国打造金融中
心必不可少的条件。

怎样看待摩根大通与中资银行之
间的竞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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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 而中资银行也一直是我们服
务的对象。 利用我们的全球网络以及在很
多国家和地区的本地专长和业务能力，我
们一直服务于中资银行的
“
走出去”进程。
在中国， 我们将继续通过引入更多优质的
案、虚拟柜台等。
我 们 在 全 球 60 多 个 国 家

管理、期货公司，我想所有的外
资银行都会积极地抓住这个机

国际投资者以及分享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经
验助力中国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并

和地区开展业务，可以服务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这是

会参与进来。 如果我们能够更
加深入参与到中国市场， 无论

参与全球金融体系。 中资银行本身也是我
们的客户，尤其在他们
“
走出去”之后，我们

我们全球网络的优势。 从产品
的优势上来看， 我们有全方位

是股票、债券，还是大宗商品、
期货等， 都是外资银行可以发

也在很多国家为他们提供各类解决方案和
服务，包括在
“
一带一路”的沿线，我们也会

的产品平台，包括投资银行、资
金服务、全球贸易及贷款、外汇
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令我们
可以为中资客户的“走出去”以

挥优势的地方。 以中国香港、新
加坡、 日本这些已经成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市场为例， 跨国金
融机构确实为这些市场的繁荣

有很多合作。在国内，我们也会利用中资银
行的网络优势， 为我们的跨国企业客户提

及外资企业的“走进来”提供一
站式的金融服务。
允许外资控股证券、 基金

发展贡献了很多力量， 金融市
场的开放是中国打造金融中心
必不可少的条件。

吴佳青简历
吴佳青女士
毕业于美国杨百
翰大学马里奥特
管理学院， 获得
MBA 学位。 现为
摩根大通银行（中
国） 有 限 公 司 行
长、环球企业银行
中国区主管。 在加
入摩根大通银行
之前，吴佳青女士
在汇丰中国任职
4 年，为环球银行
中国区主管，参与
中国环球银行部
日常的战略制定
及业务发展。 此前
她在德意志银行
有 11 年的工作经
验，曾任该行上海
分行行长，环球金
融交易部及企业
客户管理部中国
总管职位，负责中
国区客户管理及
交易银行全部业
务。 在美国和中国
银行业，吴女士拥
有超过 25 年的丰
富工作经验。

供服务。整体来说，我们和中资银行强强联
合，才能更好地为双方的客户提供服务。

与中资银行强强联合共建“一带一路”

深度

作为一家外资银行，摩根大通并不担心与中资银行的竞争。 我们一直追随着客户的脚步开展我们的业务，而中资银行也
一直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看好
“
独角兽”回归带来的商机

《中 国 经 营 报》： 随着开
放的不断深入，你怎样看待摩

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并参与全球
金融体系。

16 个国家。 尤其在新亚欧大陆
桥经济走廊，摩根大通在 20 个

理等一站式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更进一步来讲， 摩根大通独特的

根大通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
合关系？

在国内， 我们也会利用中
资银行的网络优势，为我们的

沿线国家中的 18 个有业 务 运
营， 是在华外资银行中覆盖比

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联动模
式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例如在

吴佳青：作为一家外资银
行，摩根大通并不担心与中资
银行的竞争。 我们一直追随着
客户的脚步开展我们的业务，
而中资银行也一直是我们服
务的对象。 利用我们的全球网
络以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
本地专长和业务能力，我们一
直 服 务 于 中 资 银 行 的 “走 出
去”进程。 在中国，我们将继续
通过引入更多优质的国际投
资者以及分享在全球金融市
场的经验助力中国进一步完

跨国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整体
来说，我们和中资银行强强联
合，才能更好地为双方的客户
提供服务。
《中国经营报》： 摩根大通
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了哪
些作用？
吴佳青： 作为一家全球领
先的知名国际金融机构， 摩根
大通在“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
国家中的 29 个拥有业务网点，
覆 盖 了“一 带 一 路 ” 沿 线 GDP
体量 最 大 的 前 17 个 国 家 中 的

例最高的一家。在印尼、印度等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门市

一单投行并购业务中，摩根大通
可以为客户提供交易前的投标
保函以及第三方监管账户服务，
在交易过程中可以提供过桥贷
款和利率汇率套期保值服务，在
交易完成之后，还可以通过全球
化的网络布局和先进的现金管
理平台帮助企业进行业务整合
和信贷贸易融资。 同时，高度专
业和高效的投行业务团队能确
保交易如期高质量完成，从而进
一步推动商业银行与客户合作
关系的进一步深入。

场， 摩根大通在当地的业务持
续经营长达近百年， 并积累了
专业独到的本地认知及操作经
验， 可以非常好地为中国企业
在当地的发展提供支持。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综合
性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可以
在企业与投资银行领域为“一带
一路”走出去的客户提供包括并
购顾问、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现
金管理、贸易融资和外汇风险管

迎全方位开放契机 资本市场再出发
摩根大通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先生预计中国公司在未来 20 年左右会占全球 3000 强公司
的 35%，这些都可能是摩根大通的服务对象，为摩根大通中国业务发展带来广阔机遇。

“
独角兽”概念发源于美国，指在较短时间内就能成长为市值超过 10 亿美元
的企业。据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网易等境外上市
“
独角兽”企业有望符合
监管部门标准回到 A 股。
我国经济已经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高质量、高技术的科技企业来激活、
优化。“
独角兽”正是这样一种存在，除全球各大交易所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其
“
入驻”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十分看好这一市场。
吴佳青在采访中提到了摩根大通对
“
独角兽”的关注，并坦言道：
“
没有一家银
行可以忽视
‘
独角兽’的回归。 “
” 独角兽”的回归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新经济、创新经
济的发展，让国内投资者分享投资机遇，还可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质量，推
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 而就在金融监管部门研究论证
“
独角兽”回归可行性
的同时，CDR 也随之爆红整个资本市场。 业内将 CDR 视为我国融资国际化的关
键，也是
“
独角兽”回归的重要金融工具。
说到 CDR，不得不提的是 ADR。 ADR 的全称是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 (ADR)，美国存托凭证，本质上是一种凭证。 简单来说，由美国银行发行的是
ADR，由欧洲银行发行的是 EDR，而中国银行发行的就是 CDR，全称为 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中国存托凭证。
值得注意的是，ADR 就是摩根大通在 1927 年为了规避英国公司不能在海外
（美国）上市而专门设计的金融工具。 后来，摩根大通接连不断地承接了很多大公
司的 ADR 发行项目， 知名的有股神巴菲特投资 Teva 制药时，Teva 在美国发行
ADS（美国存托股份，是 ADR 所代表的实际基础股票）就由摩根大通承销负责。
3 月 30 日，国务院官网公布已同意并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
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
《意见》”）。《意见》称，试点企业应

《中国经营报》： 在未来新
一轮开放环境下，外资银行将迎
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摩根大通在
客群定位以及经营定位上有何
调整？
吴佳青： 现在中国客户群
非常庞大， 我们现在也在进行
整个中国客户群的战略规划。
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在世界 500
强中占 115 席。 摩根大通集团

突飞猛进。 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
也会出现更多的“独角兽”企业。
国企最近的改革、兼并、优化等
方面也呈现出非常喜人的形势，
我们能够为它们的需求提供很
多的金融服务， 包括并购咨询、
债券发行、现金管理、外汇管理
等，我们一条龙服务的优势已经
完全体现出来。
《中国经营报》： 摩根大通

吴佳青： 摩根大通作为一
家全球知名的综合金融服务机
构， 在全球债券承销和固定收
益市场领域占有领先的市场份
额， 针对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
债券市场， 摩根大通有着长远
的业务发展规划， 简单概括有
三个方面：
第一是团队，专业化的人才
是我们业务发展的基础，我们计

发展机遇；第三是服务，一方面
我们将在中国加大技术与系统
方面的投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一流的债券投融资服务，另一方
面我们也十分愿意从外资行的
角度分享我们对于中国债券市
场开放的观点和建议，协助服务
监管部门借鉴海外市场的做法
与经验，做好制度设计和风险管
理防范。

当是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CDR 试点帮助
“
独角兽”回归，可以大大增强 A 股市场的科
技实力以及整体估值的合理性。 随着市场中优秀企业的加入，
“
鲇鱼效应”也会逐
渐显现。
“
‘
独角兽’企业对很多银行都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 从刚开始的融资、培育到
上市，以及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之后，在海外跨地区的支付，对外资银行来说都是
无限商机。 ”吴佳青表示。
谈到创新企业与支付科技，吴佳青表示，摩根大通就是一家科技企业。“
我们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先 生 预 计 中 国
公司在未来 20 年左右会占全
球 3000 强公司的 35%，这些都
可能是摩根大通的服务对象，
为摩根大通中国业务发展带来
广阔机遇。 而且中国科技、新能

已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企
业债券的承销资格以及中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业务资
格。 未来，摩根大通在华债券承
销、结算和其他固定收益市场业
务方面有什么发展规划？ 这些规
划将为中国资本市场及贵行带
来哪些影响？

划在未来 1~2 年里打造一支既
有全球视野又精通中国国情的
专业化团队来支持业务的高速
发展；第二是客户，我们将更加
积极主动地向我们海外的客户
推介中国债券市场的政策和机
会，吸引更多海外客户参与中国

我们相信这些规划的逐步
实施将有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
国际化发展，帮助更多海外长期
投资者了解并投资中国市场，同
时我们也非常愿意为中国债券
市场的双向开放献计献策，成为
中国债券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参

的最新数据是 2017 年公司在内部科技领域的投资是 100 亿美元。 银行的科技员
工就有近 5 万人，其中有 3.1 万人在技术开发岗位。 这个人才队伍对一家银行来说
是非常大的群体，他们正在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改变。 ”
“
除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也正在帮助我们降低风险以及金融欺诈，

债券市场，共享中国债券市场的

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源、 医疗健康等行业的发展也

升级我们的服务，并推动业务的发展之外，我们还对一些金融科技的创业公司进
行投资，以利用它们的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包括简化业务流程，提升用
户体验等等。 ”吴佳青表示。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王柯瑾、朱紫云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