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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招增港銀人幣流動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證監會昨發表年度
《基金管理活動調查》，本港基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
大幅反彈，截至2012年底，創下125,870億元的新
高，按年上升39.3%。調查又顯示，受惠人民幣國際
化，內地參與香港資產管理業務日益活躍，去年來自
內地相關持牌商號的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的總值為
4,147億元，較2011年的2,651億元增加1,496億元或
56.4%。
證監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2年底，香港基

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為125,870億元，創下歷史新
高，較2011年同期按年上升39.3%。基金管理業務的
合計資產在過去三年的平均總值達105,720億元，繼續
維持上升趨勢。

港基金資產12.6萬億新高

年內，香港不同市場參與者開展的各類型基金管理

業活動整體錄得增幅。本港繼續成為吸引非香港投資
者資金的投資平台，若撇除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
地產基金），2012年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當中的
80,180億元（或佔64.6%）皆源自海外投資者，其資金
在過去五年間一直穩佔超過60%。
尤其來自內地相關持牌公司參與香港資產管理業務

日益活躍，2012年，來自內地相關持牌商號的非房地
產基金管理業務的總值為4,147億元，較2011年的
2,651億元躍升56.4%。反映內地相關持牌商號在香港
基金管理業務的參與愈來愈活躍，該增幅有賴於內地
經濟持續的增長，及全球對內地相關投資和服務的需
求日益增加。

受惠RQFII擴展 內資勢增

在香港管理並來自QDII的內地資產於2012年的總值
按年增長29%至800億元，香港仍然是管理這些內地

資產的首選地點之一。鑑於RQFII計劃進一步擴展，
預計流入內地的資本將會增加，更多香港的商號將會
符合資格參與該計劃。
隨 內地金融基礎設施逐步現代化，在香港開展業

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構數目持續上升。截至今年5月
底，大約已有73家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設立合共196
家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去年同期則有62家內地相關
集團設立合共168家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

內地相關基金資產淨值增1.6倍

管理證監會認可基金的內地相關基金集團數目，由
前年底的13家增加至2012年底的25家。由內地相關基
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由前年的106隻
上升至2012年的161隻。2012年底，這些基金的資產
淨值大幅上升159.5%至1,357億元，2011年底為523億
元。

湧港北水一年1500億
港基金資產創新高

(單位：10億元)(單位：10億元)(單位：10億元)

港基金投資地域分布情況
(單位：百萬元)(單位：百萬元)(單位：百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本港銀行信貸增長持續加快，金
管局將於下周三（31日）公布6月
份信貸增長數據，發言人昨透
露，6月份按月增長若按年率化計
算，增速接近40%，5月份按月年
率化增長則約20%，增長情況較
快值得關注，會向銀行了解貸款
增長的類別及原因。
發言人表示，5月底環球市場資

金開始緊絀，由於部分大型國際
公司可在港取得貸款，在境外使
用的貸款增速亦較快，故6月份信
貸增長加速可以理解，相信銀行
體系的流動性仍相對充足。此
外，亦不排除是由於部分公司未
能藉IPO集資所致。具體原因仍在
研究。

美元存貸比增至85%

總體信貸增長當中，約60%為
美元貸款，而美元存貸比率，已
由5月份的80%，增加至6月份的
85%，雖較國際水平為低，但增
長情況仍值得關注。他續指，向

銀行了解後，若增長情況僅屬
一次性，則問題不大；若
銀行表示不排除信貸增長
情況持續，便應作好信貸風

險管理。當局會以信貸風險及流
動性為原則進行管理，提醒銀行
把關，不會限制信貸增長。

今年首季外匯基金錄得投資收入171億元，按季及按
年分別急挫43.56%及61.57%。聯儲局5月底交代退

市安排，環球投資市場應聲下挫，港股6月下瀉7.1%，
美股道指單月亦下跌1.36%。有分析認為，次季美債債
價下跌2.8%， 重美債的外匯基金或遭受大額虧損，很
可能徹底抵銷首季171億元的投資收入，儘管不排除在股
票及外匯市場有收益，但未必可彌補美債的大額虧蝕，
或拖累整體投資大倒退甚至「見紅」。

市場趨穩 部分失地收復

金管局發言人昨會見傳媒時表示，5月22日伯南克交代
退市安排後，股票及債券市場出現頗大震盪，美國十年
期國債息率一度上升逾100個基點至2.7厘高位，債息抽
升，令環球股市下挫，債價則下跌，令持債券較多的投
資者均有損手，外匯基金持債較多，故亦不能幸免受影
響。惟市場現已開始平復，外匯基金部分失地亦已收
復。
問及今年次季外匯基金投資收入會否再度見紅，發言

人回應稱「第2季要賺錢非常困難」，詳細數據則留待今
日公布。而去年第2季，外匯基金投資虧蝕56億元，主要
受其他股票及外匯投資錄得較大虧損所致。

過早作防守部署恐削盈利

至於市場動盪下，為何外匯基金仍持有大量債券，金
管局指，股票市場在08及09年曾經歷驚濤駭浪，持股面

對的波動較大；而持有現金或短期債券，好處是不受利
率上升影響，但要留意，目前（24日）美國一年期國債
息率僅0.114厘，而十年期國債則有2.515厘，若因憂慮美
國息率回升而持有短債，利息收入便會差距超過200個基
點，故認為不應過早作防守性部署，削弱盈利能力。
當局過去3年有持續增加現金及短期債券的投資佔比，

但權衡成本回報後，增加幅度只屬適度。另有增加多元化

投資，如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及地產投資等，與美
國息率沒有直接掛 ，亦在債券組合上調教現金比重。

對QFII等人幣資產有興趣

他表示將繼續調校投資組合，亦對QFII等人民幣資產
投資有興趣，但指人民幣投資未完全開發，只能逐步嘗
試。

美退市禍延
外匯基金恐受挫

金管局：次季賺錢非常困難 投資受損難幸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遠威）金管局藉
與人民銀行的貨幣互
換協議，向參與香港
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
構(參加行)提供人民幣
資金，當局昨再公布
兩項人民幣流動資金
安排優化措施，進一
步為參加行提供短期
人民幣流動性支援，
業界認為此舉可在錢
荒問題出現時，緩和

市場波動，並提供彈性助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

即日交收措施今天生效

參加行除可獲金管局有抵押提供翌日(T+1)交收的1星
期人民幣資金，現新增翌日交收(T+1)的1日期限人民幣
資金。同時新增即日交收(T+0)的隔夜資金，以協助銀行
應付當日流動資金需要。措施今日起生效。
金管局發言人昨表示，提供T+0的隔夜資金後，參加

行可在每日下午3時前要求有抵押隔夜資金，當局會使用
自身的離岸人民幣資金，預期提供即日交收的隔夜流動

資金總額不超過100億元人民幣，雖不是以4,000億元的
人民幣資金池作後盾，但相信100億元人民幣額度足夠。
去年高峰曾有數家銀行同時要求人民幣資金，涉及金額
為90億元人民幣。
他續指，新措施提供更大彈性，有助市場參與者管理

資金流動性，作為後備支援措施，歡迎銀行使用，但不
建議每天均動用到有關資金，若情況發生會向銀行查詢
其資金管理質素的情況。為避免過度倚賴或
濫用，提供資金的利率水平不會低於市場水
平，但亦不會差距太大。他指措施屬金融基
建，在於提供彈性及讓市場安心，不認為必
然會為市場帶來實質資金。

馮婉眉：助緩和市場波動

匯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對措施表示歡迎，
認為銀行獲更大彈性，有助增加離岸人民幣
市場的深度及流動性，可提升效率及簡化市
場操作。預計新安排將進一步優化本港離岸
人民幣市場流動性的基礎設施，並在貨幣市
場資金情況出現異常時，緩和市場波動。
金管局指，本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正穩步發

展，在其他離岸人民幣市場擴大下，本港有
優勢但並非壟斷，當局歡迎市場規模擴大，

令業務量上升。6月份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日均
交易金額為4,480億元（人民幣，下同），較5月份日均交
易3,900億元有明顯增加，亦較去年6月日均2,130億元、
2011年6月日均1,210億元及2010年的53億元，持續按年錄
得倍數增長。目前跨境人民幣結算佔系統整體交易金額
的8%，其餘92%不涉及跨境交易，包括貿易、投資、公
司內部拆借及外匯交易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金管局將於今

天午後公布第2季外匯基金表現，受早前美聯儲

局主席伯南克退市言論致使十年期美債「息升

價跌」影響下，預料手持大量美債的外匯基金

將遭受重挫。金管局昨放口風，指外匯基金受

牽連是「不能幸免」，但強調現已收復部分失

地，在美國日後加息預期下，將會增加現金及

不與美國息口掛 的多元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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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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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再推出兩項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優化措施，獲業界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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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金管局推出6輪逆周期措施降低樓
泡風險，在按揭審批門檻提高
下，逐漸有俗稱「財仔」的財務
公司提供低息及高成數的按揭服
務，但部分向銀行取得放貸資金
的財務公司未有直接受金管局監
管，惹來當局關注。金管局日前
已去信銀行業界，要求銀行向財
務公司提供按揭資金時應審慎管
理，以免削弱規管措施的效力。

恐削弱樓市調控效果

金管局發言人昨表示，本港財
務公司的放貸規模越做越大，情
況值得關注，現時有40至50間財
務公司與銀行有資金往來，而且
不受當局直接規管，當局僅透過
銀行方面取得有關資料。據3月份
所作統計，銀行給予財務公司的
貸款業務資金，整體為數1,330億
元，若剔除受金管局直接監管及
90多間自負盈虧的財務公司，銀
行給予另外40至50間財務公司的
資金為170億元，加上有關財務公
司的自身資金，其總貸款額為300
億元，而當中80億元被用作按揭
貸款，但僅達總體按揭貸款不足
1%。

關注銀行對財仔借貸

發言人表示，雖財務公司的按
揭規模不大，但仍有需要落實原

則，規範違背金管局政策的按揭業務。由
於部分財務公司輕易批出按揭申請，若涉
及資金是由銀行提供，有關信貸紀錄便值
得商榷，如財務公司越做越大便應關注。
金管局日前去信業界表明原則，是由於

當局注意到問題後，有需要採取跟進動
作，並非現已構成需要擔心的情況。當局
並非要求銀行停止向財務公司提供資金，
而是要求銀行須遵守原則，不從事違反措
施規定的按揭業務，以防日後對銀行業帶
來影響，背離措施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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