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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增速迅猛,中国并未关紧大门 

——评“四部委关于对外投资答记者问” 

  

核心要点：  首席经济学家 

 汇率快速下行并未引起恐慌 11 月 28 日，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

局四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回答了关于目前对外投资形式的基本看法，负

责人回答我国“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实行以备案制为主……

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

续健康发展”。此次发言再一次强调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和决心没有变，

并未因短期经济形势或汇率波动加大有所变化。虽然人民币一直在下降通

道中，但是市场对人民币下跌的反映却并不相同。由于“8.11”面临突然

性贬值，对外负债企业、进出口贸易企业以及国内外投资者均做出持有美

元动作，当月外汇占款下跌 939亿美元，2016年初外汇市场再次大幅波动，

人民币面临无预期下跌，2015 年 11 月及之后两个月，人民币均出现较大

幅度流出。央行随之强力控制市场，首先投入资金稳定市场预期；其次收

紧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增加投机性活动的融资成本；再次加强监

管，加强资金流出管理。我国外汇储备及银行代客理财资金流出量随之下

降，虽然人民币汇率仍然保持下跌趋势，但资金流出减缓。尤其是今年国

庆之后，人民币汇率再次快速下滑，但是市场反应相对平淡，并未引起恐

慌情绪，市场对央行管理人民币信心增强。 

 从严监管，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人民币汇率随美元强势而贬值，市场信心相对

平稳与对央行信心有关。但市场认为我国严控对外投资规模，加强资金流

出监管。为此 11月 28日四部委联合答记者问否定对对外投资的管理加强，

我国对外投资是加强与各国经济联系及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对外投

资速度并未有所减缓。2016 年截至 10 月份对外投资总额 1,459 亿美元，

累计同比增速 53.3%，2015 年去年对外投资总额 1,180 亿元，同比增速

14.7%，2016 年对外投资额呈加速态势，我国不仅没有控制对外投资，反

而持相对鼓励的态度。同时，四部委发言强调“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

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这里所指的从严监管并不是控制资金流出，而是

以防范风险为主。鉴于对外投资增速加快，企业对外投资热情较高，重新

核实“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主要是（1）控制国企盲目投资；（2）

控制民营及私营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渠道的热钱流出，只要对外投资项目合

规，对外投资的政策和渠道并未发生变化。 

 未来对外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长 美元加息进程并未结束，强势美元对整个亚

洲货币均产生压力，人民币在此背景下并不能独善其身。随着美元指数继

续上行，人民币对美元仍有贬值压力，预计 2017年人民币仍有 3%~5%左右

的下行。在其他货币均下行的基础上，央行并不会阻止人民币下行。在此

基础上，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并不会减缓，我国经济下行过程中缓慢转型，

国有企业优势资源集中做大做强，民营及私营企业对外兼并整合步伐加

快，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仍然会加快，尤其是在本国资本回报率下行的基

础上，企业向行业高端进军的动力越强，这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之路。

国家政策对对外投资方面审查重点围绕在虚假项目和国企的过度投资，对

整体对外投资并未控制，对外投资仍然采用备案制。2017 年会延续 2016

年对外投资速度仍然保持快速上行。 

  

分析师 

 

 

 

 

潘向东 
：（8610）8357 4197 

 ：
panxiangdong@chinastock.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130511120003 

 

许冬石 
：（8610）8357 4134 

：xudongshi @chinastock.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130515030003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http://www.chinastock.com.cn/


  

 

宏观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汇率快速下行并未引起恐慌 

11 月 28 日，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回答了关于目

前对外投资形式的基本看法，负责人回答我国“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实行以备案

制为主……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

展”。此次发言再一次强调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和决心没有变，并未因短期经济形势或汇率

波动加大有所变化。 

2015 年“8.11 汇改”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下跌 1.82%，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

场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机制”，人民币对美元开始了下跌进程。2015 年 8 月 11 号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人民币

对美元累计下跌了 9.16%，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下跌了 5.90%，而 10 月之后人民币下

跌了近 2.97%。 

虽然人民币一直在下降通道中，但是市场对人民币下跌的反映却并不相同。由于“8.11”

面临突然性贬值，对外负债企业、进出口贸易企业以及国内外投资者均做出持有美元动作，当

月外汇占款下跌 939 亿美元，2016 年初外汇市场再次大幅波动，人民币面临无预期下跌，2015

年 11 月及之后两个月，人民币均出现较大幅度流出。央行随之强力控制市场，首先投入资金

稳定市场预期；其次收紧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增加投机性活动的融资成本；再次加强

监管，加强资金流出管理。我国外汇储备及银行代客理财资金流出量随之下降，虽然人民币汇

率仍然保持下跌趋势，但资金流出减缓。尤其是今年国庆之后，人民币汇率再次快速下滑，但

是市场反应相对平淡，并未引起恐慌情绪，市场对央行管理人民币信心增强。 

图 1：人民币快速贬值（单位：元） 

 
资料来源：Wind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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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外汇储备下滑（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从严监管，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人民币汇率随美元强势而贬值，市场信心相对平稳与对央行信心有关。但市场认为我国严

控对外投资规模，加强资金流出监管。为此 11 月 28 日四部委联合答记者问否定对对外投资的

管理加强，我国对外投资是加强与各国经济联系及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对外投资速度并

未有所减缓。 

2016 年截至 10 月份对外投资总额 1,459 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速 53.3%，2015 年去年对外

投资总额 1,180 亿元，同比增速 14.7%，2016 年对外投资额呈加速态势，我国一直支持对外投

资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四部委发言强调“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这里所指的从

严监管并不是控制资金流出，而是以防范风险为主。鉴于对外投资增速加快，企业对外投资热

情较高，重新核实“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主要是（1）控制国企盲目投资；（2）控制民

营及私营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渠道进行虚假投资，只要对外投资项目合规，对外投资的政策和渠

道并未发生变化。 

图 3：直接对外投资变化（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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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对外投资仍会保持较快增长 

美元加息进程并未结束，强势美元对整个亚洲货币均产生压力，人民币在此背景下并不能

独善其身。随着美元指数继续上行，人民币对美元仍有贬值压力，预计 2017 年人民币仍有

3%~5%左右的下行。在其他货币均下行的基础上，央行并不会阻止人民币下行。 

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并不会减缓，我国经济下行过程中缓慢转型，国有企业

优势资源集中做大做强，民营及私营企业对外兼并整合步伐加快，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仍然会

加快，尤其是在本国资本回报率下行的基础上，企业向行业高端进军的动力越强，这也是我国

经济转型的必然之路。国家政策对对外投资方面审查重点围绕在虚假项目和国企的过度投资，

对整体对外投资并未控制，对外投资仍然采用备案制。2017 年会延续 2016 年对外投资速度仍

然保持快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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