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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1

日出席「鳳凰灣區財經論壇

2022─變局與信心」致辭時指出，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

下的重大發展戰略，對國家實施創新驅

動發展和堅持持續改革開放肩負重大意

義，同時也帶來了龐大的機遇和發展動

能。香港作為大灣區內高度開放和國際

化城市的代表，是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和航空樞紐，加上「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絕對有能力在大灣區建設

擔當重要角色。他又指出，在深化香港

與內地金融合作方面，香港有五大金融

優勢，可助力推動大灣區建設和促進本

地金融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香港五大金融優勢
1）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處理全球約75%的離岸人民幣

支付款額。
2）與內地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不斷加強，「滬港通」、「深港通」、

「債券通」等蓬勃發展，中國證監會將推動合條件的在香港主要上
市海外企業證券納入港股通範圍，研究在港股通增加人民幣股票交
易櫃枱，以及支持在香港推出國債期貨。

3）擁有全球頂尖的投融資平台，成為全球領先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
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將修訂主板上市條件，配合具規模但尚未有盈
利的先進技術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

4）是世界一流的財富和風險管理中心，有實力成為大灣區以至全亞洲
的首選資產及財富管理樞紐。

5）將全力打造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特區政府將繼續推動綠色金融人
才培訓、標準釐定、碳市場機遇等多方面的工作，助力大灣區綠色
發展。

港擁五大金融優勢助大灣區建設
李家超：將修訂主板上市條件 立法支持家族辦公室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作
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不但是
金融服務的首選地點，也是許多金融機構
的主要盈利來源地。滙控行政總裁祈耀年
近日出席美國銀行一個會議時提到，他在

夏季時曾在香港逗留一個月，感受到香港
正逐步復常，他深信香港會繼續是國際金
融中心，又指中國需要一個通往國際資本
市場的橋樑，而香港的條件極為優越，非
常適合扮演橋樑角色。

史美倫：應抓住國家發展帶來機遇
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倫認為，香港應該

繼續在「一國兩制」下，不斷地增強發展
動力，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
她出席「鳳凰灣區財經論壇2022」時
表示，早前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
宣布三項擴大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
合作的新舉措，有助香港積極對接
「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的
建設和「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她
解釋，今年以來香港交易所大力完善

上市機制，豐富產品的種類，陸續推出
滬港通、深港通兩大互聯互通的機制，也
參與債券通的發展。今年將ETF納入了互
聯互通，並開始籌備互換通。
對於早前中證監三項擴大內地和香港資

本市場合作的新舉措。史美倫表示，第一
是擴大滬深港通的範圍，推動符合條件在
香港上市的外國企業，和更多的滬深上市
的股票納入滬深港通的範圍。第二是支持

香港推動人民幣股票的交易櫃枱，研究在
香港「港股通」增加人民幣交易櫃枱，助
力人民幣國際化。第三則是支持香港推出
國債期貨。
史美倫相信，這些好消息既充分顯示了

國家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大力
支持，也顯示了國家堅定不移地推進資本
市場雙向開放的決心。香港在中央政府的
全力支持下，應該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
兩制」，保持獨特的地位和優勢，維護自
由開放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的制度，
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才能鞏固我們
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

戴相龍：港人民幣業務將迅速發展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也表示，香

港可以藉着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大力
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他預計，到2035年
人民幣將成為僅次於美元和歐元的第三大
國際貨幣，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將迅速發
展，為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帶來新

而巨大的推動力。對於中國與英美等國家
關係所出現的變化，戴相龍認為對大灣區
的影響較小，卻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則有影響，但影響都只是暫時及階段性，
長遠來說不會動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

祈耀年深信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香港
金發局主席李律仁在21日的「鳳凰灣
區財經論壇2022——變局與信心」活
動上表示，香港資本市場有助創科企
業發展，因為香港IPO集資額曾於多
年獲得全球第一，港交所早前亦推行
了多項上市制度改革，包括允許「同
股不同權」，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
司上市，以及引入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等。

業界盼政策支持科技保險
此外，他表示港交所正研究在上市

規則中新增章節，以滿足產品商業化
尚處於早期階段的大型科技公司（例

如硬科技企業）的上市融資需求，進
一步推動金融業支持創科發展。
香港立法會議員、中國太平保險

（香港）總經理陳沛良則認為，特區
政府可透過補貼或稅務優惠等措施鼓
勵科技保險的發展，例如鼓勵保險公
司針對創科企業的特定風險，開發一
些特設的保險產品。另外，特區政府
亦鼓勵保險公司可以研發知識產權保
險，加上透過香港成熟的再保險市
場，降低保險公司與創科企業的營運
風險，支持香港的創科企業發展。他
續指，保險公司可以為創科企業的融
資提供支持，例如特區政府可鼓勵銀
行與保險公司加強合作，在做好風險

評估控制的前提下，開發一些針對創
科企業的貸款餘額保證保險，提高創
科企業的融資能力，協助解決創科企
業融資困難的痛點。此外，特區政府
亦可適當地引導保險公司的資金參與
創科企業的融資。
中美雙方於上月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

議，香港立法會議員、金融發展局董事
局成員黃元山表示「事實勝於雄辯」，
中美雙方於上月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後，以香港作為美方代表首次檢查中概
股審計資料的地點，凸顯了香港重要的
特殊地位，亦印證「一國兩制」的成
功，因為香港的會計制度能夠與國際接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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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香港五大金融優勢，李家超指
出，第一，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

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處理全球約75%
的離岸人民幣支付款額。中國人民銀
行與香港金管局今年七月宣布優化貨
幣互換協議為常備協議，金管局又進
一步優化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支持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持續發展。

互聯互通持續蓬勃發展
第二，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的互聯

互通不斷加強。李家超表示，「滬港
通」、「深港通」、「債券通」等多
個項目在過去幾年蓬勃發展，而交易
所買賣基金（ETF）已於今年七月正
式納入「滬深港通」，為境內外投資
者提供更多元化的資產配置選擇。今
年八月，北向交易的平均每日交易額
超過2,600萬元人民幣；南向平均每日
交易額更超過3.5億港元。
第三，香港擁有全球頂尖的投融資

平台。截至上月底，共有78所公司已
循港交所為支持新興和創新產業公司實
施的新制度上市，IPO集資額累計超過
5,800億港元，讓香港成為全球領先的
生物科技融資中心。他透露，下一步，
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將爭取盡早提出具
體建議，修訂主板上市條件，配合具規
模但尚未有盈利或業績支持的先進技術
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為香港的投融資
平台帶來源源不絕的動能。

做好綠色金融配套軟件
第四，香港是世界一流的財富和風

險管理中心。香港去年管理的資產規
模達到35.5萬億港元，其中六成半的
資金來自境外，足見香港具備實力成
為大灣區以至全亞洲的首選資產及財
富管理樞紐。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經
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動相關業務發展，
並將提出立法建議，為單一家族辦公
室管理的合資格家族投資控權工具提

供稅務寬免，全力推動香港發展家族
辦公室業務。
第五，香港將全力打造大灣區綠色

金融中心。香港的融資平台和專業服
務經驗豐富，能全力支持大灣區綠色
企業和項目，作綠色和可持續投融資
及認證。他說，政府已成功發行接近
100億美元等值的政府綠色債券，今年
五月更首次發行綠色零售債券，建立
起市場基準和豐富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生態。並將繼續推動綠色金融人才培
訓、標準釐定、碳市場機遇等多方面
的工作，助力大灣區綠色發展。
李家超又提到，為促進保險市場互

聯互通，政府正爭取盡快讓香港保險
業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保險售後服
務中心，為持有香港保單的大灣區居
民提供全方位支援。也正推動盡快實
施跨境汽車保險「等效先認」政策，
為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廣東省的相關香
港車輛帶來便利。

◆ 李家超出席「鳳凰灣區財經論壇2022──變局與信心」，在致
辭時提到香港有五大金融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許正宇指
出，特區政
府一直在促
進綠色和可
持續債券發
行和貸款活
動發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港資本市場有助支持創科發展

◆ 祈 耀 年
（圓圖）指
香港的條件
極為優越，
非常適合扮
演 橋 樑 角
色。

資料圖片
◆戴相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岑
健樂）香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21日
發表網誌指出，得益於國家對香港
金融發展的大力支持，香港已經開
啟了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2.0的
新時代，香港將力求「股債雙線、
投融並舉」，以推動香港金融發展
及人民幣國際化。他認為，在國家
的大力支持下，有十足信心持續提
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互
聯互通2.0」為香港的金融發展增添
了馬力更強、扭力更大的增長引
擎，讓香港在國際金融賽道上繼續
提速、提效。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近日表示，

將推動研究允許在港股通增加人民
幣股票交易櫃枱。對此，許正宇指
出，財庫局就此馬上主動出擊，將
會通過兩項舉措推動市場發展，一
是寬免有關市場莊家交易的股票買
賣印花稅，增加金融機構參與未來
雙幣股票市場莊家機制的誘因，以
提高人民幣計價股票的流通量。二
是聯同港交所主動接觸上市公司，
積極推廣設立人民幣股票交易櫃枱
的戰略意義及具體好處。
許正宇又提到，在「互聯互通

2.0」的新時代下，符合條件在香港
主要上市的海外企業證券將可納入

港股通合資格證券範圍。這項新舉
措將為香港提供十足「底氣」，讓
香港積極到國際市場例如東南亞、
南亞和中東國家「搶企業」，吸引
它們到香港上市融資，繼而利用不
同的專業服務及配套拓展市場。他
相信，在各項措施實施後，香港將
成為獨一無二的國際平台，讓國際
投資者直接投資內地各種證券，包
括A股、ETF及債券、衍生工具，
以及同時有效管理各項風險。

持續推動綠色融資發展
另外，許正宇在「鳳凰灣區財經

論壇2022——變局與信心」活動上
表示，為促進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
行和貸款活動，特區政府在去年5
月推出全新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資助計劃」，資助合資格的債券發
行人和借款人的發債支出及外部評
審服務。計劃已批出約 130 宗申
請，涉及約1.3億港元資助額，涵蓋
各類綠色和可持續債務工具。特區
政府亦已成立由多個政府部門及金
融監管機構組成的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協調金融業針
對氣候和環境風險的措施應對，加
快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
並支持特區政府的氣候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