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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由本報及新城財經台、新城數碼財經台合辦的「香港離岸人民幣

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13」昨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開幕。與會者指出，隨 人民幣

國際化穩步向前，帶動本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急速發展，更成為本港銀行及金融市場增長的新動力。

財庫局常任秘書長（財經事務）區璟智透露，目前香港證監會與內地監管機構正密鑼緊鼓地研究有

關香港與內地基金互認的問題，相信很快就有成果，進一步促進本港金融市場的發展。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今年2月27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建議推出多項措施推動本港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

包括推動香港與內地基金互認、豁免私募基金繳付利得
稅和修改基金註冊法例以吸引對沖基金以港為基地。

區璟智昨日出席論壇時表示，在推動資產管理業務方
面，港府引進了信託法律（修訂）條例草案，以改革信
託法，吸引更多財產授予人在香港設立信託。立法會已
完成審議這兩條條例草案，正爭取在7月三讀通過，相信
有關條例有助於完善資產管理業的環境。

財庫局：人幣HIBOR助減風險

區璟智續稱，政府還計劃將現時離岸基金豁免繳付利
得稅的投資範圍，擴大至包括買賣於香港沒有物業或業
務的海外非上市公司，讓私募基金也享有離岸基金的稅
務豁免安排。同時，鑑於基金業採用開放式投資公司形
式成立投資基金愈趨普遍，政府正聯同證監會擬訂立法
建議，以容許市場成立這些開放式投資公司，從而提供
多一個選擇予業界，吸引更多基金以香港為基地輻射亞
洲。

對於本周一香港財資市場公會推出人民幣香港銀行同
業拆息定價（CNH HIBOR），區璟智表示，有關措施一
方面便利貸款和各種離岸人民幣利率衍生工具的定價，
有助市場參與者管理風險，並提高整體市場的流動性；
另一方面，可吸引海外合約使用，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
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銀行公會：人幣業務獲新進展

香港銀行公會署理主席譚何錦文昨日亦在同一場合表
示，在今年短短的半年時間，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已取
得多項新進展，包括隨 RQFII額度的大幅增加，由7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至2,700億元，人民幣雙向流
通的幅度同深度即時擴闊，新的理財產品亦應運而生；
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的通知期縮短到一個營業日（即
T+1），幫助銀行管理短期人民幣資金的需要；人民幣未
平倉淨額的放寬，令銀行資金運作更加靈活；15間香港
銀行參與《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合作框架協議》，加快了
人民幣跨境貸款的進度；推出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定價，令市場更透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由新城
財經台、新城數碼財經台和香港文匯報合
辦的「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
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13」昨日舉辦，探討
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和發展，並頒
出9個組別合共23項大獎（見表），其中中
銀香港及其旗下公司成為大贏家，共獲得
6個獎項；交通銀行香港分行亦有不俗的
成績，獲得4個獎項。

嘉許傑出金融機構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馬健生出
席論壇及頒獎禮時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除有賴穩健的監管制度外，高度
發達的銀行體系以及金融業界的努力功不
可沒，因此特別舉辦此次活動，嘉許具有
傑出人民幣業務表現的金融機構。

此次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由中國國家行
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常委陳鳳
翔擔任評審顧問團主席，連同先機保險服
務公司行政總裁楊梵城、毅聯匯業有限公
司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顧問）陸景生、香
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香港董事學
會前主席黃紹開、施羅德投資管理副董事
長雷賢達作評審。

中聯辦行政財務部部長許琳及經濟部副
部長楊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財經事務) 區璟智、香港銀行公會署理主
席譚何錦文、立法會議員(金融界) 吳亮
星、新城廣播有限公司副董事總經理宋文
禧、香港文匯報財務總監邵詩利及助理總
經理張錦川等嘉賓出席活動。

論壇探討港市場發展

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昨日揭
幕，論壇由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
民主持，香港金管局助理總裁（外事）朱
立翹、香港證監會投資產品高級總監蔡鳳
儀和港交所股本證券與定息產品及貨幣業
務部聯席主管陳秉強等出席，從市場及監
管角度探討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和
發展。

人幣業務大獎 中銀成大贏家

港吸資750億美元 重登全球三甲
全球FDI排名十強

排名(去年排名) 國家／地區 金額(億美元)

1  (  1) 美國 1,676

2  (  2) 中國內地 1,210

3  (  4) 香港 750

4  (  5) 巴西 650

5  (  7) 英屬維爾京群島 650

6  (10) 英國 620

7  (  6) 澳洲 570

8  (  8) 新加坡 570

9  (  9) 俄羅斯 510

10  (12) 加拿大 450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嘉銘

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13
得獎名單

業務 得獎單位

A組別︰傑出商業/企業銀行業務

跨境貿易 中銀香港

多元化業務 匯豐銀行

資產托管服務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B組別︰傑出綜合業務

客戶服務 生銀行

市場推廣 建設銀行（亞洲）

C組別︰傑出零售銀行業務

傳統零售 中銀香港

財富管理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多元化業務 中銀香港

信用卡業務 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電子銀行業務 中銀香港

D組別︰傑出基金業務

基金（RQFII） 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E組別︰傑出保險業務

儲蓄保險 中銀集團人壽

F組別︰傑出人民幣指數

點心債指數 花旗香港

綜合指數 渣打銀行（香港）

創新企業指數 星展銀行（香港）

股票指數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G組別︰傑出創新產品/服務

中港聯動 東亞銀行

人民幣認股證 法國巴黎銀行

H組別︰傑出經紀業務

客戶營銷 新鴻基金融集團

黃金條業務 焯華貴金屬有限公司

I組別︰傑出財資市場產品

即期外匯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遠期外匯 渣打銀行(香港)

點心債(高評級)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卓建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去年環球
資本市場波動，聯合國報告指出，全球外
商直接投資（FDI）金額下跌18%，香港亦
減少逾兩成，吸引外資額減少210億美元，
至750億美元。不過，自去年底起，流入香
港的投資金額顯著增加，令香港的全球
FDI排名躍升一位，位列第三，僅次於美
國及中國內地。這亦是香港自2010年首次
位列全球第三大FDI金額市場後，再次登
上三甲。報告指，全球外來直接投資持續
放緩，但香港仍保持投資資金流動的樞紐
地位。

排名僅次美國中國內地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昨發表《2013年
世界投資報告》，報告指，香港去年FDI金
額按年減少210億美元，至750億美元，跌
幅近22%。但自去年底起，流入香港的投
資金額顯著增加，令香港排名較2011年跳
升一級，成功超越比利時，排全球第三，
僅次於美國的1,676億美元及中國內地的
1,210億美元。在資本流出方面，香港排第
四，達839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3,288億
美元、日本1,225億美元及中國內地842億

美元，英國則以714億美元緊隨香港之後排
第五。

發展地區首超發達地區

綜觀全球，2012年全球FDI流入總金額
達13,500億美元，較2011年收縮18%。聯合
國貿易及發展會議預期，全球外來直接投
資於2014及15年將逐步升至16,000億美元
及18,000億美元。另外，去年發展中地區
FDI流入總額，首次高於發達地區，兩者
分別佔整體52%及42%。

投資推廣署署長賈沛年昨表示，雖然流

入香港的投資金額下跌，但仍有不少外國
機構傾向來港設立總部，未見成立宗數減
少。

港跳板角色仍有利吸資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黃德
尊指，報告稱國際市場對中國內地向外
投資看得很樂觀，這對香港有好處，因
為很多內地企業都希望來港做地區或國
際的總部，將帶來很好的直接投資機
會，預期今年本港資金流入情況與去年
相若。

金管局：
續推動離岸市場發展

金管局助理總裁（外事）朱立翹昨指出，金管局一直
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的工作，包括與本港金融界同業、
內地有關部門保持緊密合作，亦提升香港作為全球最大
人民幣離岸結算樞紐的功能與地位。她認為，人民幣香
港銀行同業拆息定價可提高個別銀行在香港離岸人民幣

市場的活躍程度，更可令相關產品推出，推動整體市場發展，有助於市場投
資者參與各種業務時，做好管理，減低投資風險。

證監會：
強化投資教育減風險

香港證監會投資產品高級總監蔡鳳儀昨表示，香港人
民幣離岸中心正逐步發展，在風險及投資者教育方面，
需要做大量工作。如在上市產品上，證監會與金管局及
港交所有不少交流；在跨境資金流動方面，如RQFII等
產品，當中涉及複雜的資本賬戶，如額度的限制等，需
與內地監管機構，如人行、外管局有密切溝通。

港交所：
加強金融基建拓商機

港交所股本證券與定息產品及貨幣業務部聯席主管陳
秉強昨指出，目前人民幣產品多元化發展非常成功。人
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定價的推出是人民幣離岸市場基
建很重要的一部分。對港交所來說，其背後意義是可令
金融產品、債券的定價提供基礎，從而帶動金融市場的
發展。 ■實習記者 梁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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