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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張聰張聰、、歐陽偉昉歐陽偉昉））亞投行昨在北京宣佈其理事亞投行昨在北京宣佈其理事

會已批准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會已批准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1313個新成員加入個新成員加入，，至此亞投行成員總數至此亞投行成員總數

擴至擴至7070個個。。本港銀行業界對此表示歡迎本港銀行業界對此表示歡迎，，加入亞投行相信對促進香港加入亞投行相信對促進香港

進一步參與進一步參與「「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基建融資和進一步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基建融資和進一步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有重大意義的地位有重大意義。。業界並認為業界並認為，，香港具有作為領先離岸人民幣中心的香港具有作為領先離岸人民幣中心的

獨特優勢獨特優勢，，可望成為亞投行的財資中心可望成為亞投行的財資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博鰲
報道）博鰲論壇昨天發佈了2016年《亞洲競
爭力報告》，在亞洲37個國家和地區綜合競
爭力排名中，「亞洲四小龍」新加坡、中國
香港、韓國和中國台灣排名前4位，澳洲、
新西蘭、以色列、日本、中國內地、卡塔爾
排名5至10位。

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度第一
《報告》提出，2016年在世界經濟運行模
式轉型的壓力下，亞洲域內大國率先引領，
強化跨境市場合作，推動國際市場增量的生
產，推進世界經濟可持續復甦。這使得亞洲
區域經濟合作呈現引領性、跨區域型、漸進
性和受地緣政治多重制約的特點，也使亞洲
區域經濟合作呈現「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
加速、亞洲經濟體市場合作本土化趨勢日益
明顯、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歐亞大陸
貿易網絡兩極優化與融合等趨勢。亞洲區域
經濟合作熱火朝天的局面與全球範圍內逆全
球化盛行、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形成了鮮
明對比。

從整理經濟活力指數排名來看，中國內地、
中國香港、卡塔爾、新加坡、阿聯酋居前5
位。儘管中國內地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但仍是
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現有體量上維
持 6.7%的中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
獻度已達30%，在所有經濟體中名列第一。
隨着中國政府實施的新一輪行政審批權力

下放和審批制度改革，營商環境在持續改
善。中國正朝着創新驅動的經濟體發展，加
大科研領域資金投入，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
佔 GDP 比連續三年超 4%。

香港需要提高創新能力
《報告》認為，中國香港是世界上最開放
的經濟體之一，其擁有高效、穩定和值得信
賴的營商制度和金融市場，尤其是企業開辦
和註銷非常便利，體現了其作為服務型政府
的優勢。中國香港人口密度大，但基礎設施
卻十分發達，公路密度達188公里/百平方公
里，國際寬帶出口速度更是達到了4,155,700
兆比特/秒，該項得分僅次於巴林，排第2
位。另外，中國香港擁有控制傳染疾病和提

供高品質醫療服務的成熟經驗，在社會治安
方面也表現優良，這也使其在社會發展領域
的競爭力較強，列第4位。
同時《報告》也指出，為建立真正的創新
驅動經濟體，中國香港尚需要改善高等教育
和提高創新能力，因為在37個經濟體中，中
國香港在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方面排在第10
位，相對其他指標排名來說仍比較靠後。
除了《亞洲競爭力報告》以外，博鰲論壇
還發佈了《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新興
經濟體報告》。

博鰲報告：香港競爭力亞洲第二

■博鰲發佈《亞洲競爭力報告》。
何玫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通
訊員 安莉 博鰲報道）出席博鰲
論壇的嘉賓對香港加入亞投行給
予積極的肯定。中科院國有資產
經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吳樂斌
告訴記者，香港加入亞投行是一
件多贏的好事，首先對「一帶一
路」國家來說多了一分力量，對
香港而言多了一個全球化帶來的
投資和發展機會，所以是多贏的
好事。香港一直是金融中心，希
望香港能夠對科技創新和科技企
業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
持，這樣資本加科技可能會更加
如虎添翼。
阿聯酋獨立金融服務機構DFSA

的首席執行官Ian Johnson表示，
成立亞投行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因
為國際金融組織在過去一直由西方
國家把持。過去十年全球化逐步增
強了這樣的認知，就是新興市場國
家、G20國家認識到需要有更大的
新興市場話語權，這也是亞投行成
立的原因。很多地區或新興市場國
家加入亞投行，現在香港也加入進
來，這是非常好非常積極的，香港

的聲音加入進來，不僅對香港有
益，同時也有益於所有亞投行成
員。香港自身經濟實力強大，可以
提供豐富智力資源，同時香港作為
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有大量的金
融人才，所以，香港加入亞投行
後，將成為一個有相當影響力的聲
音。
天合光能首席品牌官楊曉忠表

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
路」戰略是為了全球都能夠在一個
合理的區域實現共同發展，香港作
為重要的金融和經濟中心，加入亞
投行一定會為亞投行及「一帶一
路」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阿聯酋獨立金融服務機構DFSA
的首席執行官Ian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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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擴容後，亞投行的成員國增至70
個，不僅囊括絲路沿線主要國家，還延攬
到不少域外成員加盟，而香港的加入卻格
外引人注目和寄予厚望，也凸顯香港在
「一帶一路」這一國家戰略中擁有獨特的
地位和機遇。
過去兩年亞投行運轉順利，可「一帶一

路」沿線投資需求太強勁了，稍早時亞投
行行長金立群曾表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如今面臨發展瓶頸，需要更多融資及專業
知識加以改善。而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可
以通過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勝任區
域投融資中心的重要角色。
中銀香港曾預計，絲路沿線國家若以全

球平均速度的2倍增長，20年後該區域的

生產總值將佔全球一半，形成「絲路半
球」，成為真正的產能經濟中心和財富增
長源頭。香港勢必會成為亞投行在海外的
主要營運中心，未來會有更多中資企業以
香港作為跳板，到絲路沿線國家投資。

如今，先一步赴沿線國家投資的中國企
業家發現，沿線國家的經濟、金融都還是
塊「處女地」，投資商機不少，但金融服務
太落後了，即使找家中資銀行的辦事處都
很難。這對香港金融業來說無疑是機遇。
目前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
額約為1萬億美元，預料10年後將達到
2.6萬億美元，香港將從中獲得更多的貿
易融資、尤其是離岸貿易融資的機會。

■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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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人幣中心優勢 可望成財資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昨批准中國香港
等13個新成員加入。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對此表示歡迎，相信香港的專業服務
業及金融服務業，會為亞投行的工作作出
重要貢獻，同時亦為業界帶來新機遇，進
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又
期望，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早日批准撥款，
令香港可以不失時機地認繳亞投行的股
本，成為亞投行的一員。
亞投行董事會去年底接受香港申請加

入，並認繳7,651股股本，當中1,530股為
實繳股本、6,121股為待繳股本。7,651股
認繳股本，相等於60億港元的資本，其中
將在首5年繳交12億港元實繳股本，另外
48億港元是待繳股本。
陳茂波表示，政府已於上周四向立法會

財委會介紹有關申請加入亞投行詳情，委
員會亦支持政府於今年第二季申請撥款計
劃，在獲得財委會批准，並繳付第一期實
繳股本後，香港將會正式成為亞投行新成
員。

他指出，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
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成熟穩健
和流動性充裕的金融市場，以及大量具國
際經驗和視野的金融人才。香港的專業服
務業及金融服務業，會為亞投行的工作作
出重要貢獻。
金管局早前表示，隨着香港發展成區內

主要的基建融資中心，本地的商業及金融
機構期待於亞投行的營運與項目管理中發
揮積極作用，並為其進一步發展作出貢
獻。

陳茂波：助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本港業界展望
發展人幣市場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由於香港人民幣離岸市
場的總量規模和服務水平均為全球之最，未來亞投行可
利用香港在人民幣業務方面的優勢，為亞洲區基礎設施
建設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將為香港人民幣市場帶來新
的擴展機會。

提供仲裁平台
香港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納：除擅長金融業務外，香港還
是亞太地區的國際仲裁中心。亞投行作為國際性銀行，出
現投資違約等國際糾紛時，需要一個國際認可的仲裁平
台，而香港完全能做到這點，可助亞投行完善其運作。

促參與「一帶一路」
香港中華總商會：期望特區政府積極加強與本地工商、
專業服務界別聯繫，進一步強化香港融資平台的功能，
同時亦協助本地中小企業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商機， 繼續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 、「 區域投資
者」和「企業營運者」的角色。

整理：記者 歐陽偉昉

亞投行大事記
■ 2013年10月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雅加達

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同域外現有多邊開發
銀行合作，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亞洲經濟持續穩定發
展。同月，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出訪東南亞時，緊接着
再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

■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
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
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投行。

■ 2015年12月25日，亞投行正式成立。

■ 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亞投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
董事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

■ 2016年8月13日，亞投行成立後公佈的首個投資項目
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正式開工。

■ 2017年3月23日，亞投行董事會決定批准包括中國香
港在內的13個新成員加入，至此亞投行成員總數擴至
70個。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及外交部網站

■■香港加入亞投行將強化超
級聯繫人角色。 資料圖片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世界各國加入
亞投行的興趣再次印證了亞投行作為

一個國際機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顯著而快
速的進展，「我很自豪地（看到）亞投行
目前的成員已經覆蓋全球各個大洲。」金
立群還介紹，預計今年晚些時候亞投行理
事會將考慮進一步的成員申請。

增13新成員規模僅遜世銀
據了解，這是亞投行成立以來首次接收新

的成員。被批准加入成員包括五個區域成
員：阿富汗、亞美尼亞、斐濟、中國香港、
東帝汶以及八個非區域成員：比利時、加拿
大、埃塞俄比亞、匈牙利、愛爾蘭、秘魯、
蘇丹、委內瑞拉。新聞發言人歐若拉昨日在
京指出，目前，亞投行方面尚未接收到美國
和日本的加入申請，仍然歡迎美國和日本的
加入。從成員規模上來看，亞投行已經成為
僅次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
構，超過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
行各67個成員的規模。

強化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加入亞投行將帶來更多參與合作和發展的良
機，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及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岳毅表示，香
港是國際融資平台，項目融資和銀行貸款具
領導地位，未來香港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
可為亞投行列入支持範圍的基建項目，尤其
是被列為投資重點的區域性項目和跨區域項
目提供配套資金，包括項目貸款、銀團貸
款、發行債券和開發基金等。香港還可為亞
投行自身的再融資提供方便，如為亞投行發
行以各類貨幣計價的長期債券等，並以此推
動香港債券市場發展。

可發揮重要融資平台功能
匯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亦歡

迎亞投行批准香港成為其中一員，他認為
香港可以利用在財資管理、債務融資及私
募投資的領導地位，充分發揮包括「一帶
一路」等在內的亞洲基礎建設項目中重要
融資平台的功能。同時，香港具有作為領
先離岸人民幣中心的獨特優勢，可望成為
亞投行的財資中心。他指出，財資中心猶
如跨國企業的內部銀行，通過集中監控及
管理現金結餘，讓企業實現內部流動性的
價值，包括減低借貸成本、提高潛在回
報、善用內部資金等。
香港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納預計，若亞

投行未來在香港設辦事處，可增強亞投行
的投資功能，促成相關資金的運作與管
理，尤其是其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他指
出，亞投行屬於國際多邊平台，始創階段
是以主權國作為成員單位，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以「中國香港」名義加入亞投
行，對香港絕對是重要機遇。
根據亞投行的章程，獲批的13個意向成

員在完成其內部要求的程序並向亞投行交
付初始資本金後，才會正式加入亞投行。
另據新華社報道，隨着新成員的不斷加

入，中國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
比例均有可能被逐步稀釋。具體調整情況
將在新意向成員身份正式確認後才能最終
確認，但記者從亞投行獲悉，因為13個
新成員股本佔比總體不是很大，對創始成
員股份和投票權比例變化影響不會很大。

■■亞投行新聞發言人歐若拉在發佈會上宣亞投行新聞發言人歐若拉在發佈會上宣
佈其理事會已批准佈其理事會已批准1313個新意向成員加入亞個新意向成員加入亞
投行投行。。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