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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今年來人民幣存款資料本港今年來人民幣存款資料
（（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月份月份 活期活期//儲蓄存款儲蓄存款 定期存款定期存款 總額總額

11月月 11,,543543..5757 77,,390390..0202 88,,933933..5959
22月月 11,,605605..9393 77,,597597..5252 99,,203203..4545
33月月 11,,670670..8282 77,,778778..2828 99,,449449..1010
44月月 11,,608608..9696 77,,990990..0202 99,,598598..9898
55月月 11,,584584..2222 77,,973973..4747 99,,557557..6969
66月月 11,,506506..9696 77,,752752..1818 99,,259259..1414
77月月 11,,524524..3333 77,,843843..4747 99,,367367..7979
88月月 11,,513513..5454 77,,854854..4343 99,,367367..9797
99月月 11,,443443..0606 88,,001001..6868 99,,444444..737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金管局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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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 周
紹基）滬港通下周一正式通車前，終
於落實撤消市民每日兌換2萬元人民
幣上限，其實，港銀近日已紛紛推出
高息優惠，搶奪人民幣存款，為滬港
通及其他與人民幣業務有關的生意，
儲備彈藥。匯豐及恒生提供的1星期
定期存款息率分別達6.5厘及6.38
厘。中信銀行國際、大新銀行(2356)
亦推出1個月的定存優惠，年利率也
分別達4.5厘及3.8厘。
星展香港昨日也宣布，下周一將

推出更優惠的人民幣定存產品，三
個月定期息率為3.4厘，並提供相當
於0.6厘的兌換優惠，令總回報率達
到4厘，惟必須是新資金，起存金
額為10萬元。

星展：可增吸五成人幣
星展零售銀行業務及財富管理產

品主管莊希昨表示，人民幣兌換限
制被取消，將促使市場上更多港元
轉為人民幣，但這些資金未必會大

量用於投資A股，因為滬港通開通
初期，A股的額度有限，大型機構
投資者也早已有部署，在散戶不會
瘋狂買入A股下，相信更多人民幣
會流向理財產品和結構產品，她料
該行吸納的人民幣，將因而增長四
至五成。
莊希又透露，下周一該行還將推

出優惠措施予股民，新開的股票戶
口將於頭3個月免佣，如果從其他
證券行將股票轉貨到該行，可獲800
元現金回贈，這些優惠對港股和A
股均適用。
另外，恒生人民幣業務策略及計

劃主管顏劍文表示，打算北上投資
上海股市的投資者，會在香港離岸
市場預先購買人民幣，滬港通下周
一開通，料未來數日離岸人民幣需
求將相對增加。

永隆：人幣或重拾升軌
永隆存款部主管龔志明透露表

示，銀行早已為滬港通準備了人民
幣資金，故此，自10月開始，人民
幣的存款利率已開始上調，平均升
幅有70個至80個基點。
他指出，金管局有相關措施幫助

銀行管理人民幣流動性，例如自本
月10日起開始，向參與香港人民幣
業務的認可機構，提供100億元人
民幣的日間流動資金。至於滬港通
啟動後，是否立即出現井噴效應，
他認為有待觀察。
龔志明又表示，除了滬港通因素

外，每日 2萬元的兌換上限放寬
後，或促使人民幣重拾升值步伐，
可能吸引客戶又再轉做人民幣存
款。

兌換鬆綁兌換鬆綁 人幣產品料大爆發人幣產品料大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撤消每日
2萬元人民幣兌換上限，除了是配合滬港通的
開通，業界人士也預料會有利人民幣計價產
品發展，過去由於受兌換上限掣肘，香港居
民偏愛人民幣定期存款，其他涉及外匯波動
大的產品發展較為緩慢。業內預期，撤消兌
換上限將刺激人民幣資金池增長，未來一至
兩年內或翻一倍，而隨市場對人民幣需求的
增加，亦會進一步扯高本港的人民幣息率。
連同人民幣存款證，本港目前的人民幣資
金池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金管局數字顯
示，截至今年9月底，本港的人民幣總存款
額接近9,500億元，當中包括超過八成，即
8,001.7億元乃人民幣定期存款，顯示本港
的人民幣資金一直充裕，惟出路仍窄。

銀行設計產品更靈活
匯豐香港總裁馮婉眉認為，取消兌換上限
是香港作為領先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一個重要

的里程，客戶既有更大彈性，銀行又能鋪路
提供更多人民幣投資產品。該行亞太區業
務策略及經濟顧問梁兆基認為，市民與其
他投資者日後可無限量兌換人民幣，貸款
亦不設限制，本地對人民幣投資需求將會
上升，銀行界亦較願意提高息率。由於需
求龐大，他認為，放寬上限將增加離岸人
民幣的資金量，他預計四年後人民幣佔本
港存款總量比例，將由目前的12%增加至
30%。

市場投資興趣將增強
星展銀行經濟研究部經濟師周洪禮表示，

由於有2萬元人民幣兌換限制，香港居民在
購買人民幣產品時較為不便。例如人民幣
計價股票及債券等，涉及金額大部分超過2
萬元人民幣，便要分開數日來兌換。在金
融市場，每日兌換可能涉及較大的匯率
差，影響投資收益，減弱了香港投資者對

人民幣產品的興趣。其實市場對人民幣產
品需求很大，但礙於限制，令人民幣產品
發展緩慢。
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納表示，現時香港人

民幣計價產品主要是中長期的產品，短期產
品很少。對於投資者來說，兌換限制下，難
以立即將人民幣兌換外幣，減少市場對人民
幣產品興趣。過往金融市場也有不少人民幣
短期產品推出，但市場反應都比較冷淡，相
信限制放寬可改善這些情況。

人幣資金池料兩年翻番
溫天納指出，過往香港人民幣資金池是靠

個人人民幣存款和企業人民幣存款帶動，主
因看好人民幣單邊升值的潛力。但未來資金
池的增長，將更多依靠投資需求。人民幣兌
換上限放寬後，人民幣計價產品增加，再配
合滬港通啟動，預料未來一至兩年香港人民
幣資金池將翻一倍。

無本生利：借日圓買人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銀行除了為

滬港通準備資金外，也藉滬港通的機遇發展
新業務和吸納新客戶。有銀行的外匯分析師
表示，以往散戶投資槓桿式外匯交易，一般
都只涉及美元、歐元、日圓、加元、澳元等
主要貨幣，日後將很大機會將人民幣列入投
資範圍，加上很多銀行存戶日後更容易投資
與人民幣掛鈎的高息存款，料有關市場會呈
爆炸性發展。
資深外匯分析師任曉平表示，人民幣在香
港、新加坡、倫敦及加拿大等地已設立了離岸
中心，目前人民幣已成廿四小時交易的貨幣，
但由於人民幣有兌換限制，故外匯投資者對人
民幣的利差交易(Carry Trade)發展一直受
阻。人民幣開放兌換限制後，料會有相當多投
資者借入長期弱勢的日圓，再買入或存入匯價
平穩向上的人民幣，加上人民幣現時有起碼3
厘利息，實在是中短期內上好的投資選擇。
新鴻基尊尚資本投資策略師商紹豪亦稱，

以往散戶要做人民幣的外匯投資甚不方便，
限制放寬後，由於人民幣是亞洲區的避險貨
幣，更多的投資者會選擇存人民幣，或購買
點心債、國債等投資，能承受較高風險的，
可能借日圓、買人民幣資產，相信有關產品
會逐漸成為主流產品。

一年回報有望逾6厘
耀才證券市務總監郭思治表示，人民幣目

前有逾3厘回報，借入零息的弱勢日圓幾乎
沒成本，即使不計入人民幣的升值因素，一
年也可望有6至8厘的回報，料今次的放寬
不單有助「滬港通」交投，也有利券商及銀
行的外匯業務的發展。
有銀行界人士認為，目前有很多高息存款
(ELD)產品，是與澳元等貨幣掛鈎，但近年澳
元表現不理想，影響了有關產品的銷售量；人
民幣兌換上限放寬後，料有銀行會推出有關
ELD產品，而且估計客戶的反應將很理想。

■■兌換店指生意多屬小額兌換，
顧客主要是到內地旅遊的市民及
遊客，而銀行多為大客及投資
者，且兌換店的匯率也較銀行優
惠。 張偉民攝

正在北京出席亞太經貿合作組織會議的特首梁振英歡迎
有關決定，相信取消兌換限制後，不單可便利香港居

民參與滬港通以及各類相關交易，更會進一步提升本港作
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梁振英又稱感謝中央政府一直
支持香港邁向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亦感謝金管局與銀行
界一直的努力。

陳德霖：將刺激兌換需求
陳德霖昨在會見傳媒時一再強調，是次能獲放寬的關鍵
是「離岸市場離岸辦」，以前香港居民是透過內地窗口兌
換人民幣，即在岸市場(CNY)；放寬規限後，香港居民兌換
時將利用離岸市場（CNH）即本港進行平盤，不需再透過
上海的人民幣清算行進行在岸兌換。
至於放寬後的兌換量，陳德霖認為這是難以預計的，因
增長須視乎本港居民對人民幣、人民幣投資產品、以至滬
港通的需求，但他承認放寬對兌換有刺激作用。不過，他
指，本港離岸人民幣市場資金池已有逾1萬億元，人民幣外
匯市場亦有相當深度及規模，相信銀行有能力在離岸市場
處理香港居民兌換需求。
陳德霖預期，在新安排下，日後個人人民幣貸款、融資
及現鈔兌換均不再設限，此將有利香港金融機構設計和推
出新產品，令本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再上一台階。
事實上，放寬限制「早聞樓梯響」，去年銀行公會上京
時就有就此請示人行，惟事隔一年才見放寬，陳德霖解釋
過程中與人行曾討論兩個方案，除放寬上限外，還包括修
改《清算協議》提高上限至最高10萬元。最後選擇現行方
案，因雙方於放寬上限上達成共識。

跨境匯款8萬元上限不變
是次放寬規定只適用於個人兌換

上限之上，陳德霖表示由於跨境匯
款仍受《清算協議》所限制，故8
萬元匯款仍受協議規管。陳氏續
指，若業果對8萬元人民幣匯款限
制有放寬的需求，當局會繼續與人
行溝通及商討。
另一方面，有市場人士擔心在放

寬兌換限制後，因人民幣持續升
值，促使各項投資產品的推出，港
元作為法定貨幣的地位將被進一步
弱化。陳德霖回應指，貨幣主要有
兩大用途，分別是支付及投資，的確市面上會萌生大量投
資產品，指人民幣或會被使用為投資或資產配置的方法，
但在日常使用方面，相信港幣仍然有一定地位。

放寬料不會衝擊內地市場
陳德霖又指，目前港人人民幣總存款額約有3,000億元，

相對內地總存款的100萬億元比例十分少，配合離岸市場的
平盤操作，相信放寬對內地市場衝擊有限，熱錢回流內地
之說並不成立。
根據金管局統計，截至 9月底，香港人民幣總存款
9,445億元人民幣，較8月底上升0.8%。跨境貿易結算的
人民幣匯款總額於9月份為6,056億元人民幣，而8月份
為4,962億元人民幣。

配合滬港通開車
港兌人幣 限限撤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滬港通

下周一正式通車，為方便股民買A股，港人每日兌換2萬

元人民幣的上限宣布下周一同步撤銷。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

宣布，從下周一起，本港居民兌換人民幣不論進行滬港通股

票交易、投資人民幣產品、以至個人使用，均沒有兌換

限制，市民從此可自由兌換人民幣，這標誌着人民幣的

國際化再踏出重要一步。但每日8萬元人民幣的跨境

匯款仍受規管，當局會繼續與人行

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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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息率比較
銀行 存款息率

匯豐 1星期6.5厘
1個月4厘

恒生 1星期6.38厘
中信 1個月4.5厘
大新 1個月最多3.8厘
星展 3個月3.4厘
渣打 3個月2.2厘

1年3.4厘
製表：周紹基

正當市場特別是銀行業為撤消2萬元人
民幣兌換上限而歡呼之際，亦有市場人
士憂心港幣的前景。本港離岸人民幣業
務愈做愈大，需要使用人民幣的地方日
益增加，港元地位勢將被邊緣化。

投資功能漸被人幣削減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就此指出，貨幣

主要有兩個功能，分別是支付及投資，
放寬兌換上限無疑是擴大人民幣的投資
功能，本來人民幣投資功能已具一定吸
引力，從各大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可見
一斑，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港元的地位
無疑有被削弱的成份。

就支付及投資功能上，支付功能正是港
元的優勢，本港居民進行交易時，必定用
上港元，該根深柢固的思維暫未見受到衝
擊，這正如與港元掛鈎的澳門元一樣，澳

門元依然是當地的主要支付貨幣。
然而，世界在發展，沒有事情是永遠

不變。香港在1983年10月之前，是沒有
聯匯制度的，聯匯制度其後亦曾多次優
化。

為港元尋出路再成議題
在面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宏觀背景下，

不少財金人士早已提出須為港元尋求出
路，早前匯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
冬勝就提出港元五個改革方向，其中包
括廢除聯匯制度。值得玩味的是，港府
及市場這次對王冬勝的建議，反應十分
溫和，與兩年前狠批提出同樣建議的金
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大異其
趣。相信聰明的讀者，心中
應有答案了。

■記者 陳堡明

港元地位勢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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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稱陳德霖稱，，港市民兌人民幣港市民兌人民幣
下周一起撤限下周一起撤限，，標誌着人民幣標誌着人民幣
的國際化再踏出重要一步的國際化再踏出重要一步。。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無懼搶客
無懼搶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