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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政府設「金科辦」追落後
港FinTech發展慢 金發局批欠協調

金發局昨日發表的兩份報告，當中一份
題為《香港金融科技的未來》報告，

為香港應如何加強金融科技的應用提出建
議；另一份題為《香港─利用分佈式分
類賬技術建立信任》的報告，為這項技術
包括區塊鏈在香港的發展，提出針對性建
議。

建專家交流意見平台
金發局政策研究小組召集人李律仁表
示，雖然金管局早前已成立金融科技促進
辦公室，證監會亦成立金融科技聯絡辦事
處，但現時政府於金融科技發展上，並不
是各自為政，因每個部門均有專注事項。
故建議政府牽頭設立金融科技辦事處，帶
領來自私營、公營部門及學術界的專家組
成顧問團隊，監察和協調金融科技策略。
李律仁強調，金發局所提出的建議，並

非要取代現有部門，而是希望提供各方協
調的平台，因此，金融科技辦公室由誰領
導並不重要，可設於金發局或創科局之
下，或採用其他方案。
金發局於報告中表示，香港亦要建立

「DLT樞紐」，作為技術生態環境發展的
集中地，以及提供DLT知識、教育和倡導
中心，並讓專家聚首一堂交流意見和建立
聯繫。

優先推行區塊鏈概念
另一方面，就本港電子貨幣的發展，該
局建議政府應確保香港的金融體系，以及
立法和監管架構準備就緒，掌握內地機關
可能發行電子人民幣而帶來的機會。同

時，香港已啟動了某些指定業務的區塊鏈
概念驗證前期發展工作，為了有效展示
DLT的能力和益處，這方面的工作應優先
推行，並有足夠的資金支持，發展範圍可
擴大至「財務」、「智能城市」和「貿易
及物流」等主題。
對於如何發展金融科技，該局亦提出建

議，涵蓋網絡安全、支付及證券結算、數
碼身份認證、財富科技和保險科技，以及

監管科技等。政府亦可設立金融科技辦事
處，加以監察和協調金融科技策略，亦可
為業界對金融科技發展政策提供意見的平
台。
此外，身兼大律師的李律仁據傳是下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大熱人選，他昨
日對此回應稱，自己年資尚淺，也熱愛大
律師的工作，故暫時仍希望專注目前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金發局昨日發表兩份研究報告，冀推動本港金融科技發展。該局倡議，由政

府設立金融科技辦事處來帶領來自私營、公營部門及學術界的專家組成顧問團隊，監察和協調金融科技策

略。金發局主席史美倫表示，香港金融業已達至世界級水平，但在金融科技及分佈式分類賬技術（DLT）方面

仍處於萌芽期，全球在有關方面的技術生態已趨成熟，香港需急起直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雖然
美國開始了加息周期，不過亞洲投資者對
債券需求不跌反升。渣打公佈，今年首4
個月大中華區發行的G3債（以美元計價
為主的債券和優先股）為840億美元，為
去年同期的1.55倍。該行大中華區債務資
本市場部主管嚴守敬昨於記者會上表示，
由於投資者的需求大，加上發債成本低，
估計今年至6月尾的發債量可追近去年全
年水平。
嚴守敬表示，去年首季市場淡靜，今年

首季則較正常熱切。由去年第三季起，內
地銀根開始抽緊，成本比年初提高，加上
內地加強資本管制，內地企業的資金限制
離境，需要為項目籌集資金時便在境外借
債。此外，內地企業今年有不少境外債到
期，需要發行新債償還舊債，直接發美元
債較為方便。因此對於可在境內和境外發
債的中資企業而言，會傾向選擇在境外直
接以美元發債。

發債成本下降
大中華及北亞區資本市場部主管鄭俊峰

亦表示，現時市場流動性強，發債成本有
所下降。例如去年4月該行為華為發10年
期債券，債息為美國10年期國債債息加

230點子，今年2月再發債時只需加162.5
點子，息差收窄反映投資者對中企信心上
升。他又預期內地監管當局認為貨幣穩定
依然最重要，暫時仍未希望太多人民幣流
出。
雖然預期加息臨近，不過投資者對美元

債券的反應熱切，嚴守敬表示對美元資產
需求上升，反映了對貨幣的走勢判斷。
「例如看到自己（的貨幣）會貶，會不會
多放在美元資產？」他指出在債券投資者
中，來自亞洲的佔90%至95%，大部分為
內地投資者。另外，中資投資者在過去一
兩年才開始將資產組合的10%至20%轉為
美元資產，他們的基數較低，因此較多增
持美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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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證國際首季多賺7.6倍
香港文匯報訊 興證國際（8407）昨宣

佈，受惠首季股市整體氣氛活躍，以及集團
去年10月於創業板上市之後資本實力提升，
集團今年首季各項業務表現與2016年同期相
比均錄得增長。其間，集團營業收入1.54億
元，同比增約93.5%；除稅後盈利5,017萬
元，同比增約765.6%。公告顯示，集團業

務中投資銀行服務的佣金及顧問費同比增加
983萬元或692.3%；資產管理服務的管理費
及顧問費同比增加148萬元或98.5%；經紀
服務的佣金及手續費收入同比增加842萬元
或35.2%；貸款及融資服務的利息收入同比
增加1,924萬元或36.3%，以及新增的債券
自營交易收入錄得3,559萬元。

亞洲投資者美元債需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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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金融科技未來重點
■網絡安全

■支付與證券結算

■數碼身份認證

■財富科技及保險科技

■監管科技

港發展DLT四大建議
■政府設立發展DLT的牽頭部門，由業界和學界組

成諮詢小組

■建立DLT樞紐，包括相關技術實驗室

■發展電子貨幣

■展示各類如「財務」、「智能城市」和「貿易與

物流」等主題項目

匯豐憂強監管致經濟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中廣
核集團昨日在北京召開踐行「一帶一路」戰略
發佈會。副總經理譚建生表示，乘着國家「一
帶一路」倡議的東風，集團在核電、核燃料、
新能源等板塊取得重大突破，核電站數字化儀
控、非動力核技術等領域「走出去」均取得積
極進展。據介紹，目前中廣核國際業務已分佈
在20多個國家，海外收入佔比超過20%。此
外，在英投資建設的英國欣克利角C項目主體
工程已正式動工。

欣克利角C供英7%需求
據介紹，英國核電項目包括欣克利角C、賽

茲韋爾C、布拉德維爾B三大項目。其中，英
國欣克利角C項目計劃建造兩台EPR機組，
由中廣核牽頭的中方聯合體與法國電力集團共
同投資建設，中方股比33.5%。
譚建生表示，欣克利角C項目建成後，將滿

足英國7%的電力需求，在60年運行壽期內，
每年相當於減排900萬噸二氧化碳，並聘用約
900名員工。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還會提供2.5
萬個就業崗位，對法國、英國的核電產業鏈、
就業和人才培養產生拉動作用。
在新能源業務方面，中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總裁林堅介紹，今年3月中廣核正式獲得
馬六甲224萬千瓦燃氣聯合循環項目開發權。
「該項目是中廣核收購馬來西亞埃德拉項目
後，獲得開發權的首個新項目，是中廣核深耕
『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信心和實力的再次展
現。」目前，中廣核的海外新能源業務覆蓋10
餘個國家和地區，控股在運裝機容量超過900
萬千瓦，佔其新能源業務裝機總量的比例約
40%。

哈薩克核燃料組件廠開工
另外，中廣核副總經理譚建生表示，中廣核

在海外鈾資源開發方面也取得突出成績。他透
露，中廣核和哈薩克國家原子能工業公司合資
建設的中哈核燃料組件廠已正式開工，「這是
中哈在清潔能源領域合作的標誌性項目，推動
了哈薩克核燃料產業向上游的升級，也為中國
帶來了至少2萬噸金屬鈾的資源儲備。」

香港文匯報訊 A股今年將第4次嘗試
納入MSCI指數。據外電報道，早前MS-
CI曾表示考慮縮小MSCI中國A股指數範
圍，建議將A股股票數量從448隻減少到
169隻，只納入可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買
賣的大盤股，計劃將A股在MSCI中國指
數的建議權重從3.7%降至1.7%，在MS-
CI 新興市場指數中的權重從 1%降至
0.5%。不過，MSCI最新作出澄清，稱不

打算修改目前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的
指數編制方法。
雖然修訂方案已被否決，但有分析認

為，在互聯互通機制下，購買A股將不受
QFII 月度贖回規模不得超過境內資產
20%規定的限制，消除MSCI納入A股的
制度障礙。摩根士丹利的報告預期，今年
A股被納入MSCI指數機會率高於5成。
聯博報告則認為，A股早日納入新興市場

指數將提醒投資者，「中國巨人在醒來
時，將對他們的全球股票配置產生切實的
影響。」

滬指終止「五連跌」
然而，A股昨日表現仍差強人意，滬深

兩市雙雙低開後維持低位震盪走勢。盤面
上，兩市熱點屈指可數，僅航母概念、銀
行股、次新股等少數幾個板塊表現活躍，

其餘題材均萎靡不振。上午10點半過
後，題材股強力拉升，各大指數相繼翻
紅。但此後，受制於權重股持續低迷，多
頭攻勢受阻，滬指再度翻綠，盤中一度跌
至3,056.56點，再創階段新低，之後震盪
企穩，最終微幅收漲0.06%，報3,080.53
點，終結了此前的「五連跌」走勢。但市
場人氣依然低迷，兩市成交量大幅萎縮，
合計成交3,482億元人民幣。

MSCI：無意改A股編制方法

中廣核英國核電廠動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昨日發
表展望報告，指中國經濟仍將保持
強勁，但中期來看，增速將逐漸放
緩，理由是房地產市場降溫、薪資
增長疲軟且消費放緩，以及地方政
府債務問題。報告維持今明兩年對
內地經濟增速的預期，即2017年增
長6.6%，2018年增長6.2%。

老齡化損勞動力
IMF指出，由於內地官方政策持

續支持，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的反
彈，以及通脹壓力的回升，近期增

長前景一直被上調。不過，內地經
濟仍面對不確定性，雖然信貸增長
的風險短期內未必影響市場，但中
期仍須留意。此外，內地亦有老齡
化的問題，擔憂目前的勞動生產增
長速度，不足以抵消老齡化帶來的
負面影響。
另外，標普全球評級信用分析師

呂嵐表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監
管趨嚴的壓力下，對平台提供直接
財務支持的能力受到限制，信用轉
弱的風險可能加劇。而內地債券市
場上資金成本的上升，亦將加劇地
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再融資風險。

IMF料今年GDP增長6.6%

報告指出，儘管最新的中國經濟數據仍令
人鼓舞，但本年至今強勁的增長勢頭可

能隨着監管收緊而放緩。由於一線城市庫存
緊張，地產投資及建築有望靠穩，而較低級
城市的新屋開工量預料將有所增長、銷量穩
健。然而，隨着當局更廣泛及密集推出收緊
措施，地產投資及建築或於年內較後時間減
弱（伴隨部分時滯效應）。事實上，現有的
緊縮措施影響可能已經浮現，3月總建築面
積銷售和土地銷售已經降溫。這屬於意料之
中，最近數月，匯豐已經開始對中國股票投
資組合的地產板塊轉趨謹慎。

銀監增強打擊金融業違規
另一方面，經濟活動強勁令內地政府可以
調整政策焦點，透過控制槓桿及增加對表外
項目的監管，以減少金融系統性風險。貨幣
及信貸政策已經微妙調整。其中一大擔憂因
素是小型或地區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批
發融資（包括存款證發行）快速增長，但銀
監會近期增強了對金融業違規行為的打擊，4
月公佈一連串指引和措施，鼓勵銀行減少監
管套戥，改善風險管理。
報告指，風險管理措施包括更嚴格的壞賬
確認，不鼓勵銀行依賴批發融資（包括存款
證），更嚴格地強制執行監管（包括對投
資、理財產品和非標準化資產的監管）。不

過，執行上存在挑戰。倘若銀行被迫減少批
發融資或表外理財產品或放慢信貸增長，這
可能導致短期違約上升及資產質素風險，理
由是部分影子銀行貸款的借貸者未必有能力
延展（rollover）其貸款。整體而言，高借貸
率及信貸增長放緩可能拖累經濟增長，然而
去槓桿化及減少金融投機或監管套戥，則利
好長期金融穩定。
不過，報告亦指出，近期中國經濟亮點在

於私人部門的投資及出口增加，意味着中國
的經濟復甦有所深化，預期這可在未來提供
更持續的增長動力。部分受惠於出口反彈及
製造業活動復甦、利潤改善及機構改革（例
如公私營合作及增加對私營部門開放），私
人投資按年增長由之前的6.6%增加至3月的
8.6%。預期國有企業改革將持續成為政府焦
點，並進一步鼓勵混合所有制。

「習特會」後美中摩擦減
匯豐認為，全球經濟復甦及去年人民幣貶

值，支撐第一季出口復甦。繼兩年的萎縮
後，預期今年中國的出口反彈至較低單位數
增長率。對於境外尤其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
政策的擔憂持續。然而，貿易衝突的風險似
乎在4月初的中美兩國元首「習特會」後有
所緩和，中國並未被列為貨幣操縱國，美中
貿易摩擦機會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 繼PMI見頂回落後，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4月外貿數據也

遠遜預期，內地近日一些經濟數據表現，引起市場對此輪經濟增長可能見

頂的疑慮。匯豐昨發表報告指出，今年中國經濟開局強勁，但設立「雄安

新區」的利好氣氛被金融行業增強嚴格規管所抵消，增長勢頭或會放緩。

■IMF及匯豐皆關注房地產調控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資料圖片

■中廣核在京召開踐行「一帶一路」戰略發佈
會。 記者張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