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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接種率 67.8% 長者仍須努力
港疫苗存量足夠打第三針

美酒佳餚巡禮下月開鑼
走入社區逾 400 餐廳酒吧享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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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通首日運作暢順
大灣區居民爭飲 「頭啖湯」

2021 年 10 月 21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
丹丹報道： 「跨境理財
通」 昨日正式開通，本港
及內地投資者反應熱烈。
金管局發言人昨日表示，
根據人民銀行統計數據，
截至昨晚 7 時許，內地代銷
銀行為港澳投資者辦理
「北向通」 投資資金匯入
180 筆 ， 金 額 1538.7 萬 元
(人民幣，下同)。內地合作
銀行聯動港澳銷售銀行，
為大灣區內地投資者辦理
「南向通」 投資資金匯出
128 筆，金額 1773.3 萬元。
共有 18 家本港銀行與其內
地夥伴銀行開展跨境理財
通業務，其中 15 家提供南
向及北向服務，其餘 3 家提
供南向服務。首日業務運
作暢順。

中銀 3500 人投入理財通服務
目前，中銀香港共有 3500 名人員可以即時投入提供理財
通服務。陳文指，若南向客戶可以親身到港，中銀將會提
供客戶經理配對服務，可提供面對面諮詢服務。而針對跨
境客戶，在目前執行投資指示模式下，會從資訊方面作更
多補充工作，隨後客戶可以手機銀行下單投資。
中銀香港昨日首位成功開通 「北向通」服務的客戶劉先
生，持有中國銀行(3988)深圳市分行的 I 類帳戶，亦已開通
手機銀行。劉先生表示，一直有留意內地有很多收益不錯
的理財產品，然而卻無投資渠道。跨境理財通讓他可投資
於內地的理財產品，有更多人民幣產品的選擇，因此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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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首日即親臨分行開通相關帳戶。中銀方面透露，開戶過
程在 20 分鐘內完成。

恒生收逾千客戶查詢
同日，本港多間銀行 「跨境理財通」產品也正式投入服
務。恒生銀行(011)表示，恒生客戶對 「跨境理財通」反應
熱烈。恒生在香港和內地已累計收到逾千名客戶表示對
「跨境理財通」的 「南向通」或 「北向通」服務感興趣。
恒生銀行執行董事兼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主管關穎
嫺表示，恒生為 「南向通」客戶提供超過 140 種低風險至
中風險的非複雜理財產品，包括存款、基金及債券類投資
產品；為 「北向通」客戶提供多種覆蓋不同資產類別的基
金選擇。
豐香港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主管伍楊玉如表示，
該行推出超過 100 隻理財產品，均屬中低風險類型，預計
客戶對 「南向通」的需求將稍高於 「北向通」，因客戶財
富管理有全球化配置需求。該行今年將增聘 1000 名員工支

援相關業務。

多間港銀與內地夥伴銀行合作
根據金管局規定，投資專戶與匯款專戶須一對一配對和
綁定。渣打銀行公告指，已成功為大灣區客戶提供服務。
工銀亞洲及工行亦表示完成首筆 「南向通」、 「北向通」
交易。建行亞洲表示，看好理財通市場需求和前景。金管
局榜單上的其他銀行尋求與內地夥伴銀行合作，花旗夥拍
廣發銀行，華僑永亨銀行夥平安銀行，星展(香港)與郵儲
銀行(1658)展開合作。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萃才接受訪問時
說， 「跨境理財通」的產品風險較股票低，回報率比香
港本地的人民幣存款要高。另外，開展 「跨境理財通」
會幫助銀行業務，肯定受到銀行業歡迎。香港中文大學
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認為，
「跨境理財通」不會對 「滬港通」構成威脅，因為本質
上客路不同。

享優質金融服務 促資本雙向流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輝豪、鄧建樂報道： 「跨境理財
通」昨日正式 「開閘」，大灣區居民迎來新的個人投資渠
道，紛紛爭飲 「頭啖湯」。受訪專家認為， 「跨境理財
通」業務落地，不僅為大灣區個人投資者提供了更加豐富
的投資產品，進一步便利大灣區居民享受優質金融服務，
也有利於銀行業提高產品研發和市場管理水平。
「跨境理財通」 「北向通」和 「南向通」業務昨日同
步開展，首批試點銀行正式為大灣區居民開辦個人跨境
投資業務。試點落地首日呈現覆蓋範圍廣、主體類型
多、業務品種豐富的特點。據人行廣州分行資料顯示，
昨日，內地代銷銀行為港澳投資者辦理 「北向通」投資
資金匯入 180 筆，金額 1538.7 萬元。內地合作銀行聯動
港澳銷售銀行，為大灣區內地投資者辦理 「南向通」投
資資金匯出 128 筆，金額 1773.3 萬元。

提升財富管理水平

以工商銀行廣東分行資料為例，工行廣東分行大灣區
內轄屬 9 家分行成功辦理 「跨境理財通」業務 177 筆，
累計金額 285 萬元。其中， 「北向通」客戶簽約 151
筆，成功匯款 70 筆，匯款金額 175 萬元； 「南向通」客
戶簽約 26 筆，匯款金額 110 萬元。工行廣東分行粵港澳
客戶投資意願踴躍。6 名客戶昨日成功購買 「北向通」
基金 32 萬，5 名客戶購買 「北向通」理財 54 萬，3 名客
戶購買 「南向通」產品 101 萬。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
任郭田勇表示， 「跨境理財通」對銀行業而言，一方面
是能吸引更多的客戶，比如國內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
相對境外而言具有優勢，可能吸引很多港澳客戶。另一
方面， 「跨境理財通」能提升銀行業理財產品的研發能
力，以及市場管理和財富管理水平。郭田勇分析， 「跨
境理財通」業務的落地，不僅擴寬了粵港澳居民的投資
渠道，也有利於促進資本雙向流動，助力人民幣國際

化。

滿足多元化個人資產配置
中國擴大金融雙向開放背景之下， 「跨境理財通」為
大灣區內地及港澳居民個人跨境投資開闢了新的通道。
郵儲銀行深圳分行個人金融部副總經理李昭說，深圳地
區擁有數量較多的高淨值投資人群。近年來，越來越多
的深圳人希望借助購買港澳銀行的投資產品來滿足個人
資產配置多元化的需求。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澳門青年
聯合會副會長、琴澳青年創業就業協會理事長劉智龍第
一時間 「嘗鮮」工行 「跨境理財通」。他表示，一直希
望能參與內地金融市場投資，分享內地經濟成長紅利，
當獲悉工行 「跨境理財通」開通後，便即刻聯繫工銀澳
門分行諮詢辦理，成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當地工行首
位辦理 「北向通」業務的客戶。

理財通帶挈內銀股造好

本港銀行昨日開展理財通業務，中銀香港(2388)個人金
融及財富管理部總經理陳文預期，理財通開通首日，南、
北向通可以各開立數百個理財通戶口。陳文表示，由於理
財通已醞釀一段時間，不少客戶早已表示有興趣，預期首
日南、北向通各可以開立數百個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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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鄺
偉 軒 報 道 ： 「跨 境 理 財
通」昨日盛大啟動，帶挈
大型內銀股造好，恒指收
報 25787 點 ， 升 377 點 或
1.5%，創逾 5 星期高位；但
成交額僅 1205 億元，較前
一 交 易 日 減 少 5% 。 分 析
稱，投資者不積極入市，
料升抵 26000 點將遇阻力。
恒指昨高開 61 點後，早
段升幅一度收窄至 48 點。
及後升勢加速，推動恒指
最多升 398 點，高見 25808
點。恒指收報 25787 點，升
377 點或 1.5%；國 指 收 報
9136 點 ， 升 164 點 或
1.84%；科指收報 6518 點，
升 194.32 或 3.07%，跑贏大
市。
「跨境理財通」開通，
銀行股個別發展，其中大
型內銀股普遍造好，表現
跑贏香港本地銀行股。招
商 銀 行 (3968) 收 報 64.45
元 ， 升 3.2% ； 農 業 銀 行
(1288) 收 報 2.7 元 ， 升
1.5% ；  豐 控 股 (005) 收 報
46.15 元，微跌 0.11%；中銀
香 港 (2388) 收 報 25.15 元 ，
跌 0.2%。
科技股方面，嗶哩嗶哩
(9626) 收 報 601.5 元 ， 狂 飆
12.01% ； 快 手 (1024) 收 報 90 元 ， 飆
9.49%。另有消息傳出，早前曾短暫停
留香港的阿里巴巴(9988)創辦人馬雲日
前已轉抵西班牙度假，該股昨日升
1.17%，收報 164.8 元。
另外，廣東省前日表明加強新能源發
電建設，令能源股看漲。其中，大唐新
能源(1798)升 8.49%，收報 4.09 元；華潤
電力(836)升 2.17%，收報 18.82 元；龍源
電力(916)升 7.25%，收報 17.16 元。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表
示，港股市況較預期強，但成交欠奉，
反映投資者入市意欲不積極，待跌至低
位後再吸納；雖然非指數成分股將 「輪
住炒」，但大市反彈至 26000 點將見阻
力。

第三針大勢所趨 港須妥善安排
因應疫苗保護力恐隨時間消
減，全球不少地方已在推動接
種第三針，而世衛日前亦提
出，接種傳統滅活疫苗的長者應打第三針。故此，
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科學委員會，訂於下周三開會
討論是否建議接種第三針新冠疫苗加強劑。為港提
供滅活疫苗的科興表示，接種第三針可能是必須。
愈來愈多資料顯示，無論是科興抑或其他疫苗，
接種一段時間後，體內抗體數量都會有所下降，以
致免疫效果可能降低。因此，以色列、阿聯酋、英
國、德國、法國等等已開打第三針，內地亦為易被
感染的高危人士，及醫療、口岸等關鍵崗位人士補
充接種。第三針已是大勢所趨，就連原先擔心分配
不均的世衛，也改變看法建議補針。

因為，第三針確有好處，已獲科學實證支持。科
興引述在智利的研究顯示，在當地 470 萬已接種兩
劑的人士中，約 14 萬人接種第三劑後保護效果由
56%提高至 80%。至於復必泰，以色列的研究亦指，
60 歲以上接種者打第三針，對於感染和重症的保護
能力分別高出 4 倍和 5 倍多。甚至乎，第三針若然採
取 「溝針」 ，抗體水平更會大幅提升，最新報道指
美國亦擬放寬 「溝針」 。打針比不打好，打三針又
比打兩針好，都是科學結論。
第三針未大規模鋪開，一大原因是受累供應不
足，世衛等此前亦批評富國不應無視疫苗分配不均
問題。因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強調，即
使香港開打第三針，目前首要任務還是推高疫苗普
及率，盡快從現時的 67.8%推高至 70%。最理想情況

是，當所有人都打過兩針疫苗，然後才推動第三針
接種；不過，兩者其實並行不悖，絕對可以同步推
進，尤其是香港疫苗供應充裕，現時科興和復必泰
疫苗都各購買了 750 萬劑，足夠滿足適合人口完整
接種與高風險人士打第三針的雙重需要，不會 「有
人無針打」 。其中，當不少高危人士接種第三針
後，都沒出現什麼不良副作用，亦有利回應坊間無
謂的安全顧慮以至 「有針無人打」 之窘，同時推高
打第一針的接種意欲。事實上，全球已有近 50%人
口打了第一針，打第三針的人也愈來愈多，現時還
擔心疫苗安全性云云，實在擇 「錯」 固執。
接下來，就是有序做好接種工作。哪批人口應優
先接種？到哪裏打針？針卡如何配合更新？凡此種
種的配套必須一一妥善安排，包括確保疫苗不會不

夠。此外，世衛雖建議滅活疫苗宜打第三針，而不
同技術路線的復必泰呢？資料顯示第三針亦有必
要，有關方面誠宜密切留意各地情況，不要落後形
勢、墨守成規。其實，世上還有另一趨勢，就是降
低接種年齡；目前，港府既已放寬青少年接種復必
泰，也宜積極研究應否同樣放寬科興的接種門檻。
由推動打針到打第三針，均有利更好保障市民安
全及推進經濟社會復常。現在，疫苗供應不成問
題，科學亦證明做法安全有效，制訂第三針政策的
條件經已齊備。無論是堅持 「清零」 ，抑或是 「與
病毒共存」 ，包括實現與內地及各國重新正常通
關，都必須建基於疫苗普及的大前提。踴躍打第一
針及第三針，必能更好護己護人，亦有利香港更好
擺脫疫困。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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