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林鄭：債券市場全面雙向聯通
對此，特區政府歡迎進一步擴大兩地資本市場互聯

互通措施，並衷心感謝中央政府大力支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表示，開展債券通 「南向通」

以達致債券市場全面雙向聯通，將推動兩地金融市場
進一步互聯互通，是實現 「十四五」規劃目標、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新里程碑。自 「北向
通」推出以來，境外機構持有內地在岸債券的金額由
2017年的約8800億元人民幣，上升至今年8月的3.8
萬億元人民幣，同期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亦上升 17
倍。她感謝中央政府在啟動 「跨境理財通」後短時間
內開展債券 「南向通」，香港會善用自身獨特優勢，
把握國家 「十四五」規劃、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
及粵港澳大灣區所帶來的發展機遇；會以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為內地資本市場走向國際化作出貢獻為
目標。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開通債券通 「南向通」將
會擴大互聯互通計劃下的產品類別，一方面為合資格
的境內投資者提供有效渠道作多元化資產配置，也為
香港金融業帶來龐大機遇。南向交易開通將進一步凸
顯香港連繫內地資金及國際市場各類產品的獨特功
能，不僅能提升香港作為發債平台的吸引力以及提升
在港發行的債券的流動性，更能進一步助力人民幣國
際化的進程。

「北向通」為「南向通」打下基礎
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昨答記者問時稱，2017 年 7

月，按照中央部署，中國人民銀行會同香港金融管理
局，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出了 「北向通」。 「北向
通」開通前，境外投資者持有我國債券約為8500億元
人民幣。截至目前，這一規模已達 3.8 萬億元人民
幣，年均增速超過40%。其中， 「北向通」的境外投
資者持債規模約1.1萬億元人民幣，4年來累計成交量
為 12.3 萬億元人民幣。全球前 100 大資產管理機構
中，已有78家參與進來。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指： 「『南向通』的推出是香港
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一個新里程碑。 『北向
通』開通至今4年多，運作一直平穩有序，獲得國際
投資者廣泛認可，透過香港投資內地債券。這既為內
地金融市場引進大量資金，也為香港金融機構帶來更
大機遇。」他表示，過去4年 「北向通」吸引約2700
名投資者，由當初開通時的每日平均使用額度15億元

人民幣，上升至現時每日平均約260億
元， 「北向通」發展良好同時亦為 「南
向通」打下基礎。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林慧虹表示， 「南
向通」是內地投者資進行資產配置多元
化的重要平台，香港一直積極推動內地
與國際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在內地資
本市場開放的進程中，銀行業界會繼續
與相關持份者合作，在拓展新產品和技
術創新方面，擴大香港債券市場的深度
和廣度。

三大發鈔行準備就緒
中銀香港(2388)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

指出， 「南向通」是國家支持香港發展
的重要體現，將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的發
展，同時有利於加深國內國際經濟互
動，促進人民幣跨境使用，形成金融市
場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銀香
港為債券通 「南向通」開通已準備就
緒，債券庫存能充分滿足投資者在品
種、期限、幣種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

渣打亞洲區行政總裁洪丕正表示，
「南向通」啟動再次顯示中國政府對開

放金融市場的決心，並且進一步加強香
港作為內地和海外市場的超級聯繫人之
重要角色。該行內地和香港團隊均已為
「南向通」的開通做好準備。
豐資本市場業務大中華區業務主管

陳紹宗表示，該行歡迎 「南向通」的推
出為內地投資者開拓進入國際債券市場
的嶄新渠道，正全速準備有關的服務開
通。

吸引海內外機構來港發債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

健鋒表示，開通 「南向通」相信有助吸
引內地及海外不同機構來港發債，帶動
本港金融業整體發展，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及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大量資金將從內地流入香
港投資債券，對本地債券市場發展有莫大裨益。

他又稱，香港作為亞洲最大的私人財富管理中心，

金融產品種類繁多，可服務內地不同的投資者，因此
「南向通」潛力無限，相信運作暢順後額度將會適時

增加。他期望，下一步可以做到 「買債券好似買股票
咁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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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年度總額度為5000億人民幣

債券南向通24日上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

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
融管理局昨日發布聯合公告：9
月 24 日 推 出 債 券 通 「 南 向
通」 。 「南向通」 年度總額度
為5000億元等值人民幣、每日
額度為200億元人民幣，債券南
向通跨境資金淨流出額上限不
超過年度總額度和每日額度。
專家預期， 「南向通」 運作暢
順之後將會適時增加額度，大
量資金將從內地流入香港投資
債券，對本地債券市場發展有
莫大裨益。 「南向通」 有助吸
引更多內地和海外機構來港發
債，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發展，
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

互聯互通：
What's Next？

兩地金融互聯互通又有新突
破，人民銀行和金管局昨宣
布，下周五（9月24日）將開

展債券通南向通，即在已實施的北向通基礎上，實
現債券通全面雙向聯通。債券通不單有利香港拓展
債券市場，連同原來股票通、上周剛出台的理財
通，均有利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
管理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以及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實現 「十四五」 規劃目標。

債券市場一直是香港金融發展的短板，除政府發
行的官方債券外，港人對債券投資一直興致缺缺。
港交所資料顯示，今年首8月股市日均成交額高約
1600億港元，反觀債市則僅4億餘。債券通開放內
地機構投資者來港買債，大大拓闊了本港債市的買

家客源，有望突破發展樽頸。上交所統計所有債券
成交數據，8 月份日均成交額便近 10000 億元人民
幣，單計公開發行公司債亦達160億元人民幣。今
次首開南向通的每日額度為200億元人民幣，金額
不小，足把香港債市激活起來。在港債券買家增
多，亦將提高香港發債平台吸引力，兩者並會形成
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上周深圳市政府宣布計劃來
港發債，正看中了香港的市場地位，甚或發展出一
個特殊現象，即內地機構南下香港發內地債，內地
投資者亦南下香港買內地債——考慮到香港債券市
場及金融中心地位不斷提升，就知這是正常合理
的。

南向通為內地投資者提供多一個投資選擇，香港
把海外債券 「引進來」 的同時，亦發揮了讓內地資

金 「走出去」 的平台功能。截至上月，在港上市的
債券數量多逾1700隻，種類涵蓋海內外的官債、企
業債等。內地投資者既可經南向通進行更多元化的
資產配置，達到分散風險之效，而香港的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地位，也會同步提高。

內地投資者攜同人民幣來港買債，香港人民幣資
金池的同步壯大，則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亦必強化。
自2017年7月債券通北向通推出以來，境外機構持
有的內地在岸債券金額，由當年的8800億元人民幣
升至上月的38000億元人民幣；對比香港人民幣離
岸業務由無到有的前期階段，近年人民幣資金池的
發展有所放慢，但在最新南向通的刺激下，香港這
個人民幣聚寶盆或將迎來再一次的井噴發展。

隨國家經濟不斷發展、開放大門愈開愈大，兩

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只會有增無減，類似措施勢
陸續有來，好像IPO通、ETF通等均箭在弦上。此
前有人憂慮，國家開放發展是否等於香港不再重
要？事實證明，答案不僅是 「否」 ，且在中央強力
支持下，香港可扮演的角色無疑日益吃重。開放不
會一步到位，而會在有序可控情況下進行，包括續
擴利用 「閉環」 模式做好資金管理；受惠於 「一國
兩制」 及基礎條件良好，香港就一直發揮箇中首選
試驗場作用，由金融到貿易等領域的開放皆然，於
此過程，香港享受龐大紅利。展望將來，國家擴大
開放，更會賦能香港競爭力；香港要續善用優勢，
包括已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優
勢，有為才有位，結合香港所長與國家所需，香港
機遇必長有！

香港金融中心如虎添翼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苦候逾4年，債券通 「南向通」終於要開通了，此
舉意味內地資金可透過香港進軍國際債市。那
麼， 「南向通」開通後，內地與香港下一個 「互聯
互通」會是什麼？

What's Next？要回答這個問題前，先回顧下內地
與香港 「互聯互通」的進程。

2014年11月， 「滬港通」開通；
2015年7月，兩地實施 「基金互認」；
2016年12月， 「深港通」開通；
2017年7月， 「債券通」（北向通）開通……
上述 「互聯互通」涉及的投資產品，包含股票、

基金及債券三類風險相對較低的產品。可見，內地
和香港監管機構對 「互聯互通」的風險程度是相當
重視。

市場普遍預期，債券 「南向通」開通後，將會有
「ETF(交易所買賣基金)通」及 「新股通」接力；同

時，會持續擴大 「滬港通」和 「深港通」的產品種
類，包括引入與A股掛的香港上市結構性產品，
先由權證及專業投資者開始入手，繼而擴展至零售
投資者參與。

兩地互聯互通「任重道遠」
不過，要為 「滬港通」和 「深港通」引入衍生產

品，先要解決兩地股市運作的差異。目前，內地股
市個股設有漲跌停板機制，觸發點為10%或20%。而
港交所也設有俗稱 「冷靜期」的市場波動調節機
制，涵蓋接近500隻股票。

雖然內地和香港皆設有類似的機制，防止股票暴
升暴跌，但由於兩地機制並非完全對稱，容易引發
爭議，若要為 「互聯互通」引入衍生產品，恐怕要
統一內地和香港股市的冷靜和熔斷機制。

關於 「ETF通」的開通，多年來也流於 「只聞樓梯
響」。早年有市場消息傳出， 「ETF通」遲遲未能推
出，與香港至今尚未完全實行 「實名制」有關。香港
證監會或於明年下半年，引入俗稱 「港股實名制」的
投資者識別碼制度，若上述傳聞屬實， 「ETF通」有
望在 「港股實名制」落實後獲監管機構放行。

由此可見，未來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會否有更多
「互聯互通」，一要看內地和香港的風險防控能否

無縫對接，二要看金融建構能否得到統一。惟礙於
內地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存在差異，兩地金融市場聯
通恐怕尚有漫長的過程，方可邁向真正一體化的
「互聯互通」。

香港商報記者 鄺偉軒

香港金管局昨日宣布，債券通 「南向通」 將於本月24日開展。 中通社

債券 「南向通」 種種
● 「南向通」 是指內地機構投資者通過內地與香港基礎服務機構

連接，投資於香港債券市場的機制安排。

●年度總額度為5000億元等值人民幣，每日額度為200億元等
值人民幣。央行將根據跨境資金流動形勢，對 「南向通」 年度總額
度和每日額度進行調整。

●內地投資者暫定為中國人民銀行2020年度公開市場業務一級
交易商中的41家銀行類金融機構（不含非銀行類金融機構與農村金
融機構）。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和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
資者（RQDII）也可以通過 「南向通」 開展境外債券投資。

●境內投資者可使用人民幣或外匯參與 「南向通」 ，相關資金只
可用於債券投資。

「北向通」 上線4年運行情況
「北向通」 開通前，境外投資者持有內地債券約為8500億元人

民幣。截至目前，這一規模已經達到3.8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速
超過40%。

「北向通」 的境外投資者持債規模約1.1萬億元人民幣，四年來
累計成交量為12.3萬億元人民幣。全球前100大資產管理機構中，
已有78家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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