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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金句：
推動本地債券市場，是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

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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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印花稅擬全面寬免
降交易成本 將促進港金融市場發展

曾俊華指，早於2010年已將港股佔相關指數比重
不高於40%的ETF納入印花稅寬免範圍，當年

令本港交易所上市的ETF，由該年年底的69隻大幅
增加至去年年底的116隻，每天平均成交金額由24
億元升至37億元，令本港成為亞太區最大ETF市場
之一，故建議全面寬免ETF交易印花稅，令港股成
分較高的ETF可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本港在
ETF開發、管理和交易三方面的發展。

港交所：盈富基金亦受惠
對於全面寬免ETF印花稅，港交所（0388）發
言人昨表示，歡迎政府建議，相信有助推動本港
ETF市場發展。目前本港上市的117隻ETF中，有
28隻ETF須繳交印花稅，若預算案建議落實，這

些ETF可望受惠，當中包括盈富基金（2800）。
昨日盈富基金收報22.65元，微升0.44%，曾高見
22.75元。
政府消息人士則指，全面寬免ETF的印花稅，可

令香港與其他金融中心看齊，並預計每年將因此少
收2億元稅收，但寬免印花稅可增加相關股份的交
投，相信可抵銷有關影響。

張華峰：對其他買賣者不公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張華峰則表示，雖認同其大
方向，但不同意全面寬免，因為會對其他股票買賣
者並不公平，政府應在低稅率、提高透明度、促進
效率、適當監管及締造良好營商環境上吸引投資者
來港投資。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則認

為，措施只屬暫時性，當ETF市場發展至一定規
模，就應重推印花稅。
康宏投資管理高級投資策略師馬貞和指，是次

全面寬免ETF交易印花稅有望提升港股成分高的
ETF競爭力及發展空間。同時亦可令投資者多用
ETF作為投資港股工具，令ETF及其相關股份交
投上升，應可幫助港股成分高的ETF發展，但單
靠寬免交易印花稅來促進本港ETF發展成效仍有
待觀察。

康宏：應增加產品種類着手
康宏証券及資產管理董事黃敏碩則認為，全面寬
減 ETF交易印花稅未必能對交易起刺激作用，他
指，香港近年ETF業務發展快速，但從金額方面看
似乎主要集中於香港及內地的交易所買賣基金，其
他 ETF的交易不太活躍，因此政府應該從增加產品
種類方面去吸引投資者。他解釋，目前不少本港
ETF屬個別國家或地區，行業或其他種類方面不
多，因此可以參考美國，透過發行看好或看淡波動
指數(VIX)的交易所買賣基金，以增加投資者選擇，
吸引投資者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繼去年提出予私募基金享有離岸基金稅務優惠，吸引

私募基金來港開業後，財爺曾俊華昨再在預算案中提出予稅務優惠促進本港ETF（交易

所買賣基金）市場的發展。他表示，為抓緊本港ETF市場的發展機遇，建

議全面寬免ETF交易印花稅，令持有港股40%以上的ETF也能降低交易成

本，促進本港ETF市場發展。

曾俊華：兩地基金互認已達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方楚茵）近年倫
敦、新加坡等地積極
發展離岸人民幣業
務，令人憂慮本港人
民幣離岸中心地位，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指，隨着世界各金融
中心相繼發展離岸人
民幣業務，本港要憑
着先行者優勢，為海
外各地的金融機構提
供批發層面的人民幣

服務，同時致力深化現有業務，包括人民幣結算的貿
易融資、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和跨境再保險、內地
的跨境直接投資、資產管理和基金發展等。

陳家強：冀可更快拍板落實
至於香港證監會和內地相關機構就兩地建立基金互
認安排，曾俊華指，已基本達成共識。安排落實後，
兩地基金產品的種類會更多元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於預算案後記者會上指，任何與內地一起
推動的新政策均需時磋商，但基金互認進展相當好，
需解決的問題大致已解決，他亦期望可更快拍板落實。

截至去年底，人民幣存款和存款證餘額合計逾1
萬億元人民幣，佔離岸資金池的7成，去年經本港銀
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逾3.8萬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45%。本港人民幣實時支付系統每天結算
量，由2010年平均50億元人民幣，大幅增100倍至
去年底的5,000億元。本港銀行跟海外銀行的人民幣
業務往來近年亦大幅增加，應付和應收帳款餘額由
2010年底分別少於200億元人民幣，大幅增長逾8倍
至去年年底的逾1,600億元。

RQFII擴大助推人幣創新產品
曾俊華指，「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計劃，去年進一步擴大，總投資額度高
達2,700億元人民幣，超越其他離岸人民幣中心所獲
額度總和，計劃有利本港推出更多創新和多元化的
人民幣投資產品，促進人民幣資金在內地和香港之
間的跨境使用和循環。財政部去年於港發行2次合共
230億元人民幣的國債，更首次推出30年期國債，
顯示內地政府於本港發行人民幣國債常規化。
曾俊華又指，面對內地深化改革的藍圖，涵蓋擴

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和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
本港會繼續配合國家加快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
民幣國際化，擔當國家和世界接軌的橋樑，作為內
地資金和企業走向國際的平台。

私募基金稅務優惠盡快立法
而去年財政預算案上建議私募基金可享有離岸基金

的稅務優惠，吸引私募基金來港開展業務。曾俊華指，
現已完成業界諮詢，會盡快展開立法工作。至於由他
建議引入開放式基金公司形式，吸引基金來港註冊，
政府已經擬訂規管框架，將於下個月展開諮詢。
而康宏投資管理高級投資策略師馬貞和指，若私

募基金享有離岸基金的稅務優惠，應可吸引多些海
外私募基金來港拓展業務，同時令本港資產管理業
務變得更多元化，奠定本港作為亞洲基金管理中心
的地位，亦可為本港資產管理業務及其相關專業行
業帶來更大增長及發展空間。

匯豐：歡迎支援金融業措施
匯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亦表示，歡迎財政預算案

內一系列支援本港金融業發展的措施。兩地基金互
認的安排，將可令兩地產品種類更趨多元化，鞏固
香港作為領先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並是人民幣
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此外，亦樂於見到有關當局將
設立專責小組，檢討《稅務條例》對財資業務在利
息扣稅方面的要求。更大的彈性，將會吸引更多跨
國企業來港設立地區總部，加強香港作為地區財資
中心的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曾俊華
於財政預算案宣布，鑑於市民對政府通脹
掛鈎債券（iBond）反應熱烈，以及目前
港元利息仍低，建議再以本地居民為對象
發行一次不多於100億港元的iBond，年
期為3年，並每半年派發一次跟最近6個
月通脹掛鈎的利息。
政府消息人士指，由於目前仍處於低息

環境，預期市民對iBond有需求，加上市
場反應亦顯示iBond對投資者有吸引力，
3年期較為合適，故決定發行iBond。不
過，雖然過去3年均發行iBond，但不會
將該措施恒常化，將會逐年檢討後決定是
否發行。

中銀：回報率料4-5%仍吸引
市民最關心的無疑是iBond回報率，中
銀香港高級研究員戴道華接受本報採訪時
表示，美國雖然已開始退市，但步伐緩
慢，預計最快也要到明年下半年才會加
息，相信本港的低息環境仍將持續一段時
間，加上政府預期的今年通脹數字約為

4.6%，與該行預期相符，因此估
計最新一批iBond的回報率將在
4-5%之間，較首批及第二批遜

色，但對市場仍會有一定吸引力。

康宏：可擴大規模推動債市
康宏投資管理高級投資策略師馬貞和則認為，

iBond規模不大及成交不活躍，與其作為投資，倒不
如將之視為政府給予市民的福利。另外，美國利率
已有重上升軌的跡象，在本港利率及港元亦有上升
壓力的情況下，市民不應對中長線通脹有過高期
望。但長遠而言，港府可擴大iBond規模，幫助本
港債市發展得更蓬勃。

3批iBond 首批首次息率最高
過去3年政府發行過三批iBond，首批iBond第1
及第2次所定息率分別達6.08厘及5.07厘，即每手
派息304元及253.5元。第二批因通脹紓緩，實際收
益大「縮水」，首次息率定為3.48厘，即僅派息
174元。第三批於去年中公布首次派息，年息為4.72
厘，每手收息236元。
預算案指，香港政府一向財政穩健，沒有發債融

資的需要。不過，推動本地債券市場，是鞏固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一環。政府在2009年推出
政府債券計劃，進一步擴闊投資者基礎。政府已經
落實在政府債券計劃下推出措施，容許莊家更容易
取得所需年期的機構債券，增加機構投資者的彈
性，促進二手債券市場。此外，政府已經提交相關
條例草案，容許政府債券計劃推出伊斯蘭債券，帶
動更多發債人透過香港的金融市場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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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iBond發行及息率資料
編號4208 編號4214 編號4218
(2014年到期) (2015年到期) (2016年到期)

第一次派息年息率 6.08% 3.48% 4.72%
第二次派息年息率 5.07% 3.73% —
第三次派息年息率 3.38% 4.72% —
第四次派息年息率 3.77% — —
第五次派息年息率 4.78% — —

資料提供：康宏金融集團投資研究部

■政府建議再以本地居民為對象發行一次不多於
100億港元的iBond。

iBond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港
府多年來一直透過適當措施，支援
本港中小企業發展，今年亦不例
外。曾俊華於財政預算案宣布，面
對外圍經濟不明朗的環境，港府透
過融資、開拓市場、建立品牌和提
升生產力幾方面的七項措施，加強
支援本地中小企。
融資問題是中小企關注的重點，
預算案在這方面做足功夫，宣布將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
優惠措施」的申請期，延長一年至
明年二月底。該措施自推出以來，
至去年年底已經批出超過8,000宗申

請，惠及5,500多家企業，涉及的信
貸擔保額超過270億元。
另外，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將繼續

推行「小營業額保單」計劃，為從事
出口業務的中小企增加投保靈活性。
計劃自去年推出以來共批出700多宗申
請，總受保業務逾10億元。參與該計
劃的中小企可繼續享有保單年費豁免
和最高20%的保費折扣。

預留5千萬支援零售業
曾俊華又宣布預留5,000萬元，以配

對資金方式，資助零售業採用資訊科
技和其他技術，提升生產力；亦會繼

續推行香港按揭證券公司的小型貸款
計劃。截至去年底，該計劃已經批出
106宗申請，總貸款額超過2,800萬元。

助港企內地發展品牌
在互聯網及IT領域，亦有不少具體

扶助措施，包括向中小企推廣雲端運
算，提供相關培訓，協助他們以低廉
成本採用合適的資訊科技方案；繼續
透過專項基金和貿發局擴展「香港設
計廊」網絡，協助港企在內地發展品
牌、升級轉型和拓展市場；以及繼續
為從事創意產業的人士和企業物色合
適的活動空間，協助推廣。政府投放
5億元將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改建
為創意地標「元創方」，預計可於今
年上半年啓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
奔）對於財政預算案扶助中小
企的各項措施，工業總會主席
劉展灝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
預算案有不少具體資助計劃，
內容較平實，對本港中小企「不

多不少都算好事」，但無特別驚喜可言。工總曾多次
建議加大對產品研發的扶助，例如對研發費用實行退
稅等，始終未獲採納，令他感到失望。

延長融資特惠申請幫助最大
劉展灝表示，預算案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
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申請期延長1年，對業
界幫助最大；此外有不少措施鼓勵中小企發展資

訊科技，包括推廣雲端運算等，顯示政府對科技
的重視，希望以此幫助港企提升競爭力。而此前
業界最擔心的標準工時、取消強積金對沖等均未
提及，也沒有加稅，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未有造成
破壞，故認為總體而言是一份較平實的預算案。

研發費退稅建議落空感失望
但劉展灝批評，工總多次要求政府加大對科研

方面的扶助，今年仍然落空。他稱，業界希望對
於投入研發產品的費用，政府能給予退稅安排，
此舉並非要求政府直接動用庫房資金，僅希望少
收點稅，卻始終未獲採納，令他感到失望；又稱
希望政府加大力度幫助業界轉型升級，進一步開
拓內銷市場。

工總：內容平實無驚喜七項措施扶助中小企

■劉展灝

■陳家強

■全面寬免
ETF交易印
花稅，將令
持 有 港 股
40%以上的
ETF降低交
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