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幣中心 須拓投資渠道
社科院：內地應借金融危機 推進國際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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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商業城昨日發生嚴重交通事故，一輛大巴懷疑

因失控撞向前面正落車的人群，將多人捲入車底，造

成至少5人死亡及多人受傷的慘劇，死者中更有3名港

人。慘劇暴露出羅湖口岸存在嚴重安全管理隱患。有

關方面必須吸取這次血的教訓，徹查事故肇因及追究

相關人士責任，防止慘劇重演。鑑於死者及傷者中有

多名港人，羅湖也是港人最常使用的口岸，內地有關

方面在調查時可考慮邀請港方專家參與，既可協助追

查真相，也可為改善關口安全管理提供意見。

深港兩地的人流交往近年日益緊密，在節假期間羅

湖關口的人流量動輒過百萬人次，加上川流不息的車

輛進進出出，對關口的安全管理造成巨大壓力。事實

上，在本月20日，深圳灣公路大橋已發生過一次奪命

車禍，導致3人死亡多人受傷，已敲響了口岸安全的

警鐘。現時羅湖口岸又再出事，反映兩地口岸的安全

管理跟不上日趨緊密的人流往返，加上司機屢屢違反

法規，導致人員傷亡慘劇不時發生。

在這次事故中，肇事現場本來並非落客的停車場，

按照規定大巴必須開到站內才能停車落客。但由於不

少司機為求節省時間，往往會在停車場外隨意落客，

人車爭路之下導致險象環生，也令到大巴失控時乘客

難以躲避。假如這次司機是守規在停車場內落客，慘

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再如，車站周邊缺乏足夠安全

圍欄、指示路標等設施，又或是殘破不堪，整個車水

馬龍的車站，安全管理卻是漏洞處處，自然令事故風

險大為上升。有關方面必須認真徹查事故，除了調查

司機有否出錯之外，更重要是檢視口岸存在的各種安

全漏洞。同時，隨 港深的同城化步伐加快，每日都

有大量港人使用羅湖口岸過關，口岸的安全與港人息

息相關。因此，本港應盡量爭取派出專家參與調查工

作，介紹本港的經驗，為改善羅湖口岸的安全提供意

見。

事故造成多名港人傷亡，其親屬在佳節中驚聞親人

噩耗，處境令人同情，當局應向他們施以援手，協助

處理後事，盡快安排傷者回港治療。由於事故在內地

發生，有關保險賠償等問題與香港可能並不一樣，當

局也應協助親屬追討。同時，隨 農曆新年臨近，未

來通過羅湖口岸進出境的人流將會不斷上升，對於口

岸的安全管理帶來壓力。內地有關方面應該早作準

備，加強人手，嚴格執法，不許司機隨意落客。鑑於

在這次事故中，肇事司機懷疑是因為工作過勞而判斷

錯誤導致意外，有關方面也應加強對司機的健康檢

查，並嚴格限制司機超長時間工作，對違反交通法規

者施以重罰，藉此加強司機的安全意識，避免慘劇重

演。

(相關新聞刊A2版)

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學生明年最關注的是首屆中學文憑試放榜，擔心

前景不明朗。為增加首屆中學文憑試考生的實戰經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於下

月4日起，向全港中學派發不同科目的文憑試練習卷。但由於文憑試3月就舉行，

教評局下月初才派卷，學校認為推出太遲，令考生備戰時間不足。但另一方面，

若過早推出，學校可能過分操練學生，讓學生承受太大壓力。

事實上，文憑試練習卷一方面是讓學生取得實戰經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增強

考生的信心。目前當局最要做的，是保證09年的樣本卷、今次的練習卷和3月的正

式考卷，都以相同的標準出卷，以便向師生派「定心丸」。同時，還應澄清學生和

家長的疑問，加強他們對練習卷和正式文憑試的信心。

基於校情不同，各校對文憑試練習卷的處理方法或各不相同，可能出現幾種情

況，包括以考評局的練習卷用作學生的畢業考試，以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

科目的練習卷用為畢業試題，以練習卷用於練習而學校照常舉行畢業考試等。由

此可見，練習卷影響力甚大，學校應對方法各有不同，令8萬考生的學習增加壓

力。當局應發出適當指引，令各校對練習卷的處理方法有所依歸，避免造成混亂

或給學生家長形成過大壓力。

香港中學文憑試是因應「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用以取代現有的兩個公開考

試—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並以此新考試作為香港各高等院校於大

學聯合招生辦法，或其他收生模式的新收生基準。「三三四」新高中學制已於

2009年9月正式實施，而學生和家長們，對於新學制的國際認受性、日後升讀大

學的成績要求、升學和就業前景、海外升學銜接等課題，仍然存在疑問。當局在

向全港中學派發不同科目的文憑試練習卷的同時，還應對學生和家長釋疑解惑。

由於香港中學文憑試已獲海外學術權威機構的認可，相信澄清學生和家長的疑問

後，會加強他們對文憑試的信心。 (相關新聞刊A14版)

徹查車禍肇因 改善口岸管理 練習卷增加實戰經驗和信心

2004年初，《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協議）正
式實施，香港銀行可以為香港居民提供
人民幣存款服務。截至2009年底，香港
人民幣存款餘額為627億元。此後，人民
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開展促使香港人民幣
存款市場飛速發展。截至2011年6月底，
香港人民幣存款餘額已經飆升至5,727億
元，與2009年底相比增長了8倍，形成全
球最大的人民幣資金池。

跨境貿易結算佔比擴大
統計數據顯示，從2010年第三季度至

2011年第二季度，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給香港帶來的人民幣流入額分別為489億
元、1,316億元、1,057億元與788億元，
佔同期香港人民幣存款增量的比重分別
為82%、79%、77%與77%。
儘管近年來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

迅猛，需求十分旺盛，但當前香港市場
可供投資的人民幣金融產品種類並不
多，僅包括銀行存款、人民幣債券與人
民幣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
黃皮書指出，香港人民幣存款收益處

於較低水平，而定期存款規模不斷上
升。截止2011年第一季度，香港3個月人
民幣存款利率僅為0.52%，明顯低於內
地水平，香港人民幣定期存款佔比已由
2009年9月的30%上升至70%。
監管部門的數據也顯示，今年前11個

月，已有78筆約1,000億元人民幣債券在
香港發行，發債體包括跨國企業及國際
金融機構。黃皮書認為，「點心債券」
與近6,000億元存款餘額不成比例，低存
款收益率也凸顯了香港人民幣金融市場
的投資選擇依然匱乏。

中央挺港 完善回流機制
黃皮書認為，8月17日，國務院副總理

李克強宣布了中央政府一系列支持香港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措施，其中有利於香
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的措施多達8項。
而有關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與允許以人
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方式投資境內
證券市場的措施，完善了人民幣回流機
制，拓展了香港與內地人民幣資金循環
流動渠道。
自政策公布至今，已有74個跨境人民

幣投資項目獲批，出資總額165.3億元，
其中約70%來自香港。香港出資大部分
是來自銀行的貸款。
中國外匯研究院院長譚雅玲指出，內

地資本項目管制有待進一步放開，中央
早前公布的其他多項支持措施的逐步落

實，將促進香港人民幣融資業務進一步
發展。
金融界人士預期，明年香港離岸人民

幣債券發行規模將較今年翻一番，達到
2,600億元至3,100億元，而人民幣貸款也
會有明顯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北京報

道）中國社科院昨天發布的2012年
《世界經濟黃皮書》指出，世界經濟
仍充滿很多不確定因素，預計2012年
全球增長態勢與2011年相比大體持平
或略有下降，若按PPP（購買力平價）
計算，增長率為3.8%。
黃皮書指出，鑒於全球經濟復甦進

程中存在的諸多不確定性，同時也基
於對2011年世界經濟整體運行的描述
與分析，預計2012年全球增長態勢與
2011年相比大體持平或略有下降的可
能性較大，即按PPP計算增長率為
3.8%，按市場匯率計算增長率為
3%。這一水平低於世界銀行於2011
年6月預測的按PPP計算4.4%、按市場
匯率計算3.6%以及OECD（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於2011年5月預測的按
PPP計算4.6%的經濟增速，與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11年9月預
測的按PPP計算4.0%、按市場匯率計
算3.2%的增長水平較為接近。

應側重產業結構調整
黃皮書還提醒，如果2012年全球經

濟再度下滑，中國適宜的政策選擇應
是側重產業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的政
策，如加快醫療、養老、教育、物流
等服務業的改革，吸引更多民間資本
進入服務業，增加對科技研發和產業
升級的投入等。這些政策對中國經濟
的長期提升作用更大，有助於中國實
現更加平衡的經濟發展。

中國增速略緩 最高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北京報道） 2012年
《世界經濟黃皮書》指出，2011年新興經濟體增
長態勢總體良好，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提
升，從國別來看，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增長表
現各不相同。2011年巴西經濟增長率預計為
3.6%，2012年會略有上升，有望達到4%；2011
年印度經濟增速將由2010年的10.1%下降至8%左
右，2012年經濟增速將維持在7.5%至8%之間；
2011年俄羅斯經濟增長預計為3.8%左右，2012年
將大致維持在這一水平；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率
大體在9%至9.3%之間，2012年的經濟增速將略
有下降，維持在8.5%至9%的可能性較大。

新興經濟體潛力大
根據IMF的預測數據，2011年新興與發展中經

濟體產出增長率為6.4%，與2010年相比下降了
0.9個百分點，但仍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1.6%。
2011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PPP）
和市場匯率計算的GDP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分別
佔49%和35.9%，將比2010年分別提高1.1和1.6個
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昨日發布

的2012年《世界經濟黃皮書》指出，由於香港大部分人民幣資金缺

乏投資渠道，香港作為國家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策略目標面臨障

礙。黃皮書指出，人民幣QFII、FDI和港股EFT如能順利推出，同時

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進一步發展壯大，那麼香港人民幣金融市場的

投資選擇將明顯豐富。黃皮書又稱，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與香港離

岸人民幣市場的建設均取得顯著進展，國家應該利用全

球金融危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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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對於
社科院《世界經濟黃皮書》指香港發
展成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策略目標將面
臨障礙。有不願具名的銀行界人士認
為，此前本港銀行確面對人民幣資金
出路不足的問題，FDI及RQFII亦剛
剛落實，人民幣投資渠道仍處於萌芽
階段，本港逾6,000億元的存款仍要
「閒置」一段時間，短期內本港人民
幣業務確難以霎時間作出大突破。他
相信，隨 兩大人民幣回流機制運作
成熟，本港人民幣投資出路將會逐漸
擴闊，另又可衍生如人民幣借貸的業
務機遇，可為銀行帶來潛在的利息收
入，投資渠道匱乏的問題應可漸漸解
決。
他認為，社科院較為擔心的應是回

流機制確立下，熱錢會經香港湧入內
地，故兩大人民幣回流機制在初行階
段時，把關力度仍然十足，如FDI逾3
億元人民幣投資得經商務部核實、
RQFII初期額度僅200億元人民幣，可
見內地當局對外來資金進入內地相當
審慎。他相信，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的大前提下，開放本港離岸市場是必
要的一步，而在中央 力把關下，香
港對內地市場的衝擊將會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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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中國外匯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對本報記者表

示，香港自由化、國際化、規範化的水平非常高，但是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保留了自由市場經濟特色的同

時，在與內地市場對接的時候，可能也會受到內地市場

的一些束縛和影響。「從金融市場來看，香港這個自由

市場平台沒有用好，這一點應該總結教訓，未來與內地

搭配成組合拳。」

譚雅玲認為，中國金融市場要揚帆出海，可能很多層

面可以把香港作為一個出海之前的準備平台，充分利用

香港自由化充分的有利條件。香港金融市場雖小，但是

中國資本試水國際的良好平台，對出海後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多有裨益。

由內向外建設離岸中心
譚雅玲表示，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及金融規模

增長很快，但是中國的專業性和技術含量以及理性的戰

略規劃很欠缺，「摸 石頭過河的衝勁比較大，但是實

際上我們內身基本功和基本要素把握並不是很好。」

「我比較贊成先在香港建離岸中心，然後往倫敦和新

加坡轉移，而不太同意先新加坡、倫敦然後再考慮香

港。不應從外往內走，而應從內往外走。」她說。內地

龐大而有實力的基礎條件是香港強大的後盾，建離岸中

心一定要保障內地市場的安全和需求。

在譚雅玲看來，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價格不是中國利

益的需要，也不是中國經濟的需要，而成了投資、投機

和炒作的需要，這對中國經濟而言安全性是很嚴肅的問

題；另一方面，從人民幣國際化來看，中國結算和交易

的規模還很小。

走向國際化要慢慢放開
此外，在貨幣國際化最重要的外匯市場，中國雖擁有

全世界最多的外匯，但卻是最小的外匯市場，表明了中

國人民幣基礎有很大的不對稱和不協調。

譚雅玲表示，目前中國經濟處於轉型和轉軌的對接之

中，中國三分之一的資本市場沒有完全開放，本輪外部

金融危機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目標性，中國作為針對性的

一個靶子，目標性的一個核心，應當審慎對待，「慢慢

來，對安全會有好處」。

兩地金融平台需良好對接
■明年內地經濟增速維持在8.5%至9%的可能
性較大。

■社科院黃皮書指出，港人幣離岸中心發展臨障礙，主要是缺乏投資渠道。

■人民幣國債在香港發行，提供回流內地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