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
道：深圳市人民政府在香港發行
50億元(人民幣，下同)離岸人民幣
債券，港交所與深交所昨日舉行敲
鑼儀式，標誌內地在港首宗境外
地方政府發債啟動。市場普遍看好
此次發債，認為有助提升香港債券
市場，並豐富香港的人民幣資產產
品和綠色金融產品，以及進一步鞏
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
地位。

責任編輯 董逸薇 張芃芃 美編 曹俊蘋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商報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頭條

深在港發50億人幣地方債
林鄭：香港成為發行綠色產品首選地

據介紹，深圳是次共在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
債券50億元，分別為2年期11億元、3年期15億元、
5 年期 24 億元。其中，3 年期及 5 年期為綠色債券品
種。2、3、5年期最終票面利率分別為2.6%、2.7%及
2.9%。債券獲得投資人踴躍認購，實現3.48倍的超額
認購。募集資金將用於普通公辦高中建設、城市軌道
交通和水治理等項目。值得注意的是，由數據寶、騰
訊財經最新出爐的內地《城市負債率排行榜》中，深
圳在主要城市債務率最低，只有約19%。

內地地方政府首來港發人民幣債
深圳市在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發布會昨

日在深、港雙會場連線舉辦。在香港會場，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出席敲鑼儀式時表示，這是首次有內地地方
政府來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是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的重要里程碑。她續說，中央一直支持香港鞏固提
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多年來推出多項金融市場互聯
互通的舉措。內地在港發行綠債也將提升香港作為大
灣區綠色金融中心的地位，發揮 「門戶」作用，聯通
國內國外綠色資金流動，成為發行綠色產品的首選平
台。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說，深圳市政府在香港發債是
兩地合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中央政府會大力支持香
港、深圳及廣東省合作。香港可以發揮對接海外的橋
樑地位，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強調，香港
的發展離不開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及深圳市的密切
合作，國家將會支援香港發揮所長，滿足國家所需，
而是次合作發債可以促進香港融入國家大局。

深圳市市長覃偉中表示，深圳市政府率先在港發行
離岸人民幣債券，是落實創新地方政府發債模式的重
要探索，有助促進內地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及人民幣國
際化進程，亦將深化深港金融合作，推動債券等市場
互聯互通。

擴大內地債市對外開放水平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以視頻方式致辭時說，

內地債市規模達127萬億元人民幣，位列全球第二。
目前，債券通南向及北向通已全面落地，中國債券被
納入全球3大債券指數；至9月底，境外投資者持有
境內債券已達約3.9萬億元，中國債券市場的國際影
響力及吸引力大幅提升。他又指，深圳市政府今次發
債進一步擴大內地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水平，擴闊地方
政府融資管道，豐富香港市場人民幣金融產品，對鞏
固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有重要意義。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本次發行的離岸人民幣地
方政府債包括綠色債券，反映香港作為區內綠色金融
樞紐，起內地和香港互聯互通的作用，以推動區內綠
色金融發展。他又稱，香港未來將發揮內聯外通的功
能，服務更多國際、內地債券發行人，推動區內綠色
金融發展，並深化深港合作，帶動更多內地發行機構
利用香港債券平台發債。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則稱，今次深圳市政府在港發行
地方債券體現國家對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支
持，也標誌深港金融合作邁向新的台階，不僅有助
提升香港債券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也豐富香港的人民
幣資產產品和綠色金融產品，並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
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打開地方「發債口」實現深港雙贏
此前，尚無內地地方政府在港發債。惟國家財政部

連年在港發債，2015年發行280億元；2016年至今分
別發行280億、140億、100億、150億、100億、200
億元人民幣。

「深圳市政府來港發債對深港兩地是雙贏局面。」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廖群接受
本報採訪時說， 「以前都是中央政府發債，現在地方
口子打開，讓市場變得廣泛，潛力更大。香港在股票
和銀行市場更強，債券相對較弱，這次發債具有歷史
性意義，將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此外，廣東省政府昨亦在澳門特區發行首隻離岸人
民幣地方政府債，這也是澳門發行的首隻內地地方政
府債。今次債券面向機構投資者，規模為22億元人民
幣，期限 3 年，發行利率 2.68%，最終超額認購逾 3
倍。

【香港商報訊】記
者伍敬斌報道：昨日，
深圳市在港發行離岸人
民幣地方政府債券儀式

在香港和深圳網上連線舉行。此次，深圳在香港簿記
建檔發行50億元地方政府債券，是內地地方政府首次
發行的離岸人民幣政府債。專家表示，深圳在港發行
債券，既可為深圳帶來更高的融資效率和更低的融資
成本，又能壯大香港金融市場規模，是雙贏之舉。此
舉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了一條新的融資路徑。

提高深圳融資效率
深圳此次在香港的債券發行期限為2、3、5年期，

募集資金用於普通公辦高中建設、城市軌道交通和水
治理等項目，對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人民幣
國際化進程、落實 「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具有重要
意義。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近期國
際多項評選中仍然名列前茅，並不像很多西方媒體所
說的地位出現變化，因此在香港發行債券，對於深圳
來說意義重大。因為深圳在 「十四五」期間有眾多包
括市政基礎設施在內的產業發展重大項目，需要的資
金鏈相當龐大，需要向社會融資。而通過香港融資，
可以為深圳帶來更高的融資效率和更低的融資成本。

香港與深圳是緊密相連的兩個城市，深圳一直以來都

在全力以赴支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建設工作。曲建認為，
做IPO、發行債券等業務都是壯大一個城市金融規模的
辦法。深圳在這個時候選擇到香港市場推出債券，也對
香港金融業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所以，無論對香港還是
深圳來說，此次發行債券都有相當積極的作用。

深圳改革清單又落地一項
深圳在香港發行債券，同時也能給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提供一些啟示。曲建表示，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需要大量資金，深圳成功發行債券，就為大灣區其他
城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融資路徑。

據悉，此次債券發行獲得來自 「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等國際投資人和中資投資人
普遍關注和踴躍認購。曲建認為，香港作為人民幣的
離岸金融中心，投資人手中持有的人民幣都急需購買
到一個可以保值、增值的融資產品。而政府發行的債
券一直是非常受歡迎的，因為其風險極低，保本和預
期收益都比較有保障。因此，深圳此次發債受到高度
關注及積極認購，是可以預期的。從這個角度看，此
舉對於人民幣國際化也有積極的推進作用。

與此同時，深圳市在港成功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
府債券，意味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清單中的 「先行先
試地方債券發行機制」已落地，而整個清單中落地的
改革已有10項。

【香港商報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
亞洲領先的債券發行樞紐，以發行量計，位居
亞洲（除日本外）第三大債券市場，僅次於中
國內地和韓國。今年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
發表的亞洲國際債券市場研究報告，就披露了
眾多香港債市數據。

該報告指，香港是亞洲區安排國際債券發行
最具規模的中心，佔2020年亞洲國際債券發行
額的 34%，按安排量計，達 1960 億美元；其
後，安排亞洲國際債券發行最多的市場為美國
(18%)、英國(17%)和新加坡(5%)。香港在安排首
次債券發行方面，明顯領先於其他國際金融中
心，佔亞洲市場的75%(180億美元)，高於新加
坡(9%)和英國(5%)。

首9月債市日成交額升60%
根據港交所統計數字，截至今年9月底香港

共有1735隻債券。債券通網站數據披露，今年
首 9 個月，香港債券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4 億
元，較去年同期的2.5億元上升60%。

自 2017 年 「北向通」開通以來，隨全球
投資者對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的興
趣日濃， 「債券通」目前已吸引全球 2400 多
間機構投資者參與。2020 年 「債券通」日均
成交額接近 200 億元人民幣，佔海外投資者
在 CIBM總成交額的 52%，可見香港債市實力
絕對不容小覷。

今次深圳市來港發行地方債反應熱鬧，可見
在當前幾乎零息時代，國際市場對政府債券需
求殷切。事實上，內地各省市地方政府來港發
債將是雙贏──對地方政府而言，來港發債融
資令資金渠道更加多元化，可面向全球投資者
集資，不必只局限向內地機構投資者及金融機
構發債，融資也肯定更容易；對香港而言，更
多內地省市政府來港發債，令香港債券市場產
品更多，投資者有更多選擇，香港債市規模得
以壯大，勢將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者來港投資。

【香港商報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及，特區政府
提出研究便利強積金投資內地發行的政府及政策性
銀行債券。昨天，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於
電台節目表示，公眾對內地市場頗有興趣，政府亦
希望下一步港人不單可投資股票，還能夠投資債
券。

目前，國家發行的債券未必符合強積金可容許投
資的要求，港府正研究放寬資格。許正宇強調，對

國家前景有信心，正如股市開放之後，本港市民對
於內地股市的參與度好高。放寬債券投資，對投資
者及強積金持有人來說有更多選擇，希望年底有初
步結果。他提到，目前可以用強積金投資的債券需
要具備3個條件：債券本身要有一定的評級、債券
需要在一個被認可的交易所上市、債券的發行人需
要是一些得到豁免的機構。

施政報告又提出，會進一步探討如何更好鼓勵巿

民將強積金一筆過資產，轉化成退休後定期可領取
的年金。許正宇表示，如何在市民有選擇情況下做
到強積金與年金更好對接，要不同機構共同商討，
勞工及福利局正牽頭有關工作。他說，年金計劃開
展時間不長，要視乎個人接受程度，形容是 「鹹魚
青菜各有所愛」。對於強積金對接年金的投資回報
可否較高，以起鼓勵作用，許正宇指要商討，亦要
因應制度的持續性。

港發債優勢明顯

為大灣區提供融資新路徑

港府研強積金投資內地債

深圳在港發行債券概覽

專家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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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資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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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9%

普通公辦高中建設、城市軌
道交通和水治理等

深圳市政府昨日完成在港發
行離岸人民幣債券，這是首次
有內地市政府在港發債，也是

首次有內地市政府在境外發債，不單象徵意義大，
實質意義同樣不可小覷。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
今次發債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也有
利於本港債券市場的發展。

深圳市政府為何選擇在港發債？有人質疑此舉份
屬 「畀面香港」 。畢竟，內地債市比香港成熟，規
模高達127萬億元人民幣已屆全球第一，財政部資
料亦指，截至7月尾全國已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
18833 億元人民幣，而深圳市政府兩個月前亦剛通
過財政部發行約155億元人債；相對今次在港發行
的50億元，豈非姿態大於實際，無必繞道至此？

然而，在港發債的意義遠遠不同。香港是個國際
金融中心，於此平台發債意味面向世界各地的投資
者。首先，受惠市場深度，融資成本可以更低；今
次 2、3、5 年期的票面利率，分別僅為 2.6%、
2.7%、2.9%，少於兩月前在內地發行時，3、7、10
年加權平均利率的2.81%、3.12%、3.13%。此外，受
惠市場廣度，債券在港獲得2.48倍的超額認購，認
購對象涉及8個不同國家和地區共89個帳戶，亦是
境外投資者實實在在用腳投票。在全球債務危機炒
得沸沸揚揚之際，在港成功發債正好凸顯國際市場
繼續看好中國。其中，香港完善的金融制度，亦讓
投資者安心於此平台投資，同時並倒逼推動內地市
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對外開放。

「有為才有位」 ，正因香港的金融實力，深圳市

政府才選擇來港發債。有此先行先試成功經驗後，
內地其他地方政府尤其大灣區內的也勢陸續有來。

對香港和國家的金融發展來說，今次發債也意義
重大。香港債市一直是這個金融中心的軟肋，一如
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大大興旺了本港股市，內地來港
發債潮定能大大激活本港債市。香港資本市場投資
產品愈來愈多兼愈趨多元，由企業債到今次官債，
以至包羅不同年期，最新發行的還包括綠色債券，
亦有利吸引更多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投資者來
港。另外，內地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水平既擴大
了，地方政府的融資渠道獲得拓寬，而債券以人民
幣發行，更有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加強香港的
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債券通北向通開通不足 4
年，已有近4萬億元人民幣的內地境內債券由境外

投資者持有，現在南北向均全面開通了，連同滬深
港股市的雙向互聯互通，香港這個日益旺場的債券
市場及金融平台，一方面可進一步滿足內地融資和
投資的需要，另方面亦為國際投資者和融資方提供
更多選擇，進一步鞏固和提升作為國家與國際之間
「走出去」 和 「引進來」 的超級聯繫人角色。
今次發債乃結合香港所長與國家所需的成功示

範，也為香港融入國家及大灣區發展邁一大步。
「十四五」 規劃提出，支持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
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深化並擴
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國家好，香港
好；隨兩地金融合作向前發展，必可共創共贏共
享更大果實。

深圳來港發債 兩地金融雙贏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深圳市在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發布會昨
日在深港雙會場連線舉辦。圖為港交所現場。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S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