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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助港邁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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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強在致辭時
表 示 ， 通 過

「滬港通」制度的
安排，所有離岸人
民幣產品投資者，
可在風險可控的情
況下，利用香港平
台投資上海的股票
市場。與此同時，
內地投資者也可以
通過香港平台投資
香港市場，不單只
股市從中受益，也
會令人民幣業務在

香港的發展邁上新台階。

陳家強：港平台地位穩固
他稱，去年本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量達3.8萬多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46%。截至今年5月底，
本港離岸人民幣貸款額有1,200億元。目前香港扮演的角
色，除了融資平台之外，也是中國內地和國外的金融制度
接軌的重要渠道。

有分析擔憂台灣、倫敦也在打造離岸人民幣中心，將影
響香港地位。陳家強在回答傳媒提問時表示，在離岸人民
幣的推廣和「滬港通」的安排上，中央政府均利用香港的
獨特地位，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通過香港的優良監管
制度推行金融創新政策，並已收到很好的成效。香港的人
民幣離岸中心地位穩固，業界和政府會繼續努力，做好人
民幣業務的推廣工作。
被問及「滬港通」的進展時，陳家強承認「問題不少，

有一系列問題要處理」。自今年4月宣布推出「滬港通」
後，通過業界和兩地交易所的溝通，以及兩地監管機構和
兩地政府的協商，正在逐一解決問題，有信心仍會在時間
表內落實「滬港通」。

看好前景料「越做越大」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於新書中提到港元的重要性會下

跌，而人民幣的重要性會提高，引起諸多關注。陳家強對
此回應稱，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希望人民幣有朝一
日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貨幣之一。他看好香港的離岸人民幣
業務前景，相信會越做越大。不過，香港是港元的使用之
地，而人民幣國際化之後，其客群和服務團體是不同的，
「看不到兩者之間有甚麼關係」。他相信，上海以及內地
繼續改革，對香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由本報及新城財經台、新城數碼財經台合辦的第三屆「香港離

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昨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開幕。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陳家強於論壇上表示，過去十年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迅速，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

中，擁有一個靈活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他又稱，「滬港通」是推動人民

幣資本賬開放的重要措施，相信可助本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邁上新台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
奔，實習記者 倪夢璟）由香
港文匯報和新城財經台、新城
數碼財經台合辦的第三屆「香
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
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探討
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和
發展。大會今年共設24個獎
項，並新增了「傑出跨境流動
支付服務大獎」，中銀集團及
其旗下公司成為大贏家，共獲
得10個獎項。交通銀行也表
現不俗，獲得5個獎項。

活動認受性提高
評審顧問團主席、中國國家

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
學會常務理事陳鳳翔博士表
示，隨着過去幾年的經驗及金
融機構的參與，獎項及論壇的
認受性有所提高，他說：「今
年參加機構的表現整體優秀，
從國際媒體及不同範疇金融機
構的積極參與，反映是次活動
在業界的認受性有所提高，且
角逐獎項的機構層面更為廣
闊。」
據大會公布，本次「人民幣

業務傑出大獎」評審顧問團還
包括：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
梁嘉麗、先機保險服務公司行
政總裁楊梵城、香港證券學會
會長李細燕、施羅德投資管理
副董事長雷賢達，及毅聯匯業
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顧問）陸
景生。
此外，出席活動的嘉賓眾

多，包括中聯辦經濟部部長孫
湘一、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
益，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馬健生、副董事總經理
宋文禧、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
理歐陽曉晴等等。

人民幣業務大獎 中銀再成大贏家

▲中聯辦經濟部部
長孫湘一(左三)、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副董事總經理宋文
禧(右三)與傑出零
售銀行各大獎得主
合攝。 張偉民攝

◀中銀集團人壽取得
三個大獎。

張偉民攝

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 2014得獎名單
銀行機構類別

A 傑出零售銀行 得獎者
1 財富管理大獎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2 多元化業務大獎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3 信用卡大獎 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4 電子銀行大獎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5 證券業務大獎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B 傑出企業、商業銀行 得獎者
6 跨境貿易大獎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7 多元化業務大獎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8 中港聯動大獎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9 聯動業務大獎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 傑出私人銀行 得獎者
10 財富管理大獎 中銀國際有限公司
D 傑出綜合業務 得獎者
11 客戶服務大獎 恒生銀行
12 市場推廣大獎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基金等機構類別
A 傑出保險業務 得獎者
13 年金保險大獎 中銀集團人壽
14 萬用壽險大獎 中銀集團人壽
15 儲蓄保險大獎 中銀集團人壽
B 傑出交易所、認可資格產品 得獎者
16 認股證大獎 法國巴黎銀行
17 基金(RQFII)大獎 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C 傑出經紀商 得獎者
18 客戶營銷大獎 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D 傑出基金公司 得獎者
19 資產管理業務大獎 廣發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產品、創新、海外等類別
A 財資業務<按交易情況> 得獎者
20 即期外匯大獎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 點心債<高評級>大獎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 人民幣(外匯)衍生品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大獎
23 資訊服務大獎 彭博有限合夥企業
B 創新、海外 得獎者

<安排機構可來自香港>
24 傑出跨境流動支付服務大獎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製表：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家恩、倪夢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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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涂若
奔）中銀香港發
展規劃部副總經
理鄂志寰出席論
壇時表示，該行
的人民幣離岸指
數去年年底為
0.91，今年第一
季已達1.02，這

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完成了1的突破，人民幣
國際化將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她稱，雖然
人民幣國際化仍處於初步階段，但相信未
來5年人民幣離岸指數可升到5，與日圓的
水平相若，令香港銀行業獲得發展人民幣
離岸業務的大量機遇。
鄂志寰表示，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

至今，貿易相關活動已逐漸被投資相關活

動滲透，今年前3個月，貿易相關的人民
幣交易量增長率為50%左右，而投資相關
的增長率卻達到120%以上，相信未來後
者會成為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的新動
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對香港既是機遇，
也是挑戰。

港市場份額會降低
她指出，人民幣國際化已不僅僅依賴香

港市場，英國和法蘭克福都已有人民幣清
算行，意味着人民幣國際化在歐洲將會有
巨大發展。雖然香港的總量會繼續保持快
速增長，但市場份額會降低。事實上，去
年該行總結的前十大人民幣交易市場，增
長最快的三甲是台灣、韓國和澳洲，而香
港的增長率在十大中墊底。目前香港在整
個離岸市場的佔有率，已經從82%減低到
7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香港銀行公會署
理主席李永逵在
論壇上表示，香
港 在 短 短 十 年
內，發展成為全
球流通量最大、
產品最多元化、
投融資最活躍的

離岸人民幣中心，不單是人民幣國際化的
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更加成為全球處理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支付的重要樞紐。
目前香港的人民幣清算行的參加行有222
間，基本覆蓋了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香
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和內地金
融改革的進程、資本項的開放相互影響，
同步發展，為業界帶來更多商機。

香港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涂若奔）
渣打銀行
高級利率
策略師劉
潔昨日於
論壇上表
示，今年

上半年的人民幣「點心債」發行
量，已與去年全年總量相若。現
時本港「點心債」市場規模已經
很大，達7,5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水平，由於人民幣不單吸引
亞洲投資者，更吸引到世界其他
地區人士，故她相信無論是「點
心債」還是「寶島債」，未來的
發展空間都非常大。
劉潔表示，現時市場追捧人民
幣，已非僅僅看中其升值潛力，

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大幅貶值，但
人民幣存款證及債券發行的總量
卻高達3,700億元。不過她承認，
由於上半年的貨幣互換量大，令
息率上升至較高水平，故下半年
的人民幣存款證及債券發行總量
將會下降，估計會降至2,000億元
左右，即全年約為5,700億元。
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宣布，將放

開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的改革
試點，由上海自貿區擴大到上海
市。劉潔接受媒體訪問時對此回
應稱，此舉相信是為協助內地中
小企業發展，亦是繼早前開放大
額存款外幣息率限制後，利率市
場化的重要一步。但她指，由於
目前內地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
力，若加快推行利率市場化，會
令融資成本上升，將不利於經濟
增長，故內地仍需較長時間，才
能放開人民幣存款利率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恒
生經濟研究及人幣業務發展部主管
顏劍文昨於論壇上表示，港交所已
經收購了倫敦金屬交易所，展開了
在商品市場上的部署，「滬港通」
若成功落實，將會進一步擴大成
果，令香港更積極發展商品交易，
不僅對股票和外匯業務有利，對發
展商品交易市場也會有正面影響。
顏劍文表示，「滬港通」有助資

本賬開放層面由企業擴至個人，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雖
然個人的交易量較小，但整體交易量將會因此加大。但他
指出，現時「滬港通」仍有不少問題，券商在「滬港通」
開通前要完成系統配置，目前「券商和交易所之間，兩地
交易所之間的系統銜接」，以及數據的傳輸等方面都有許
多工作要處理，估計時間較為緊湊。另外，跨境投資稅項
安排尚未公布，希望這些問題能盡快釐清。顏劍文又稱，
本港居民現時的人民幣兌換上限仍為每日兩萬元，對個人
投資者雖然問題不大，但始終不太理想，為配合「滬港
通」落實，希望放寬上限。此外，港人目前不能在本港借
貸人民幣，這個法規也應研究是否有放鬆空間。

銀行公會：
業界更多商機

中銀：
人民幣國際化將進快速發展期

渣打：
點心債和寶島債發展空間大

恒生：
有利商品交易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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