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55月月313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10

獻 辭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

譚岳衡
白駒過隙，斗轉星移，香港中資證券業協

會自2007年成立至今已有十載光陰。十年前的
今天，在中資整體規模較小、市場競爭又異常激烈的情況下，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下設證券行業委員會的八家會員機構，創造性地
籌建了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這家行業組織。十年歲月，協會與在
港中資證券機構一起凝心聚力，攜手共進，在香港資本市場獲得
了長足發展，取得了令業界矚目的成績。截止2017年4月底，協
會已經擁有109家會員機構，成員遍佈投行、證券、資管、期
貨、財富管理、IT、財經公關等領域，中資證券機構在香港資本
版圖上的生態鏈逐步建立，協會也已發展為中資證券機構在香港
的大本營，成長為在香港社會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行業組織。

十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但對於香港中資證券業協
會而言，這十年是不平凡的十年，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十年。中資
證券機構從少到多、由小變大，業務快速擴張，實力迅速增強，
發展各具特色，在香港牢牢打下了長期發展的根基。同時，中資
證券機構為香港資本市場帶來了專業人才，引來了資金活水，注
入了創新思維，推動香港資本市場不斷發展和創新。協會不僅見
證了香港中資機構十年崛起的光輝歷史，更與各會員同呼吸、共
命運，在團結中資力量、代表中資發聲、爭取中資權益方面發揮
了重要作用。

協會成立十周年，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

重要日子。過去二十年，東方之珠雖然在產業結構和經濟模式發
生了較大變化，但是憑藉法治、市場、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特色
和魅力，依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展望未來，香港在 「一帶一
路」 、粵港澳大灣區以及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方面具有難以估量的
潛力，香港中資證券機構具備地緣、資金、人才、技術的優勢，
在這些影響深遠的領域空間廣闊，大有可為，也能為香港發揮優
勢、推進革新做出積極貢獻。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已經十歲
的協會羽翼初成,在未來將一步一個腳印，帶領中資證券機構在香
港國際金融建設和一帶一路、大灣區、互聯互通的新機遇中展翅
高飛。一是發揮好基礎服務功能，善用資源，優勢互補，切實提
高會員機構間的組織協調和綜合服務能力。二是發揮好平台紐帶
作用,團結會員機構，凝聚中資力量，擴大內外部交流，不斷增強
中資的整體經營實力和業界影響力。三是發揮好行業引導效應，
回應國家戰略和特區政府政綱，協調監管與市場的關係，督促會
員守法合規經營。

作為紮根香港、服務香港的行業組織，協會發展得到了特區
政府以及中聯辦、中企協的關心指導，得到了會員機構朋友的鼎
力支援，得到了證券同業、上市公司、廣大投資者以及社會各界
朋友的厚愛。協會發展壯大的每一步，都浸透着社會各界朋友的
關注與支持，凝結着各家會員的投入與奉獻，映射着香港資本市
場發展的成就。在協會慶祝成立十周年之際的重要日子，我謹代
表董事會和全體會員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我們堅定相信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能夠秉承宗旨，再接再
厲，在下一個十年與會員機構一起創造新的歷史和新的業績，為
推動香港中資券商的發展及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作出貢
獻。讓我們一起攜手努力，共同創造和見證香港的美好未來！

十度春秋，風華正茂；十載耕耘，碩果纍纍。值
此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十周年華誕之際，作為本協會

的永遠名譽會長，我們值此機會衷心感謝全體會員對協會不斷發展壯大付出的辛勤努力和
做出的卓越貢獻，並向協會全體成員致以最熱烈和最誠摯的祝賀！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的前身是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下設之證券行業委員會。香港中資證券
業協會秉持促進香港經濟穩定繁榮的宗旨，在國家加速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和實施人民幣國際
化戰略的歷史性時刻應運而生。從QFII的推出，到QDII和RQFII，再到基金互認；從當年的 「港
股直通車」 方案，到如今的 「滬港通」 和 「深港通」 ，我們協會積極建言獻策，在中國金融
發展史上譜寫了輝煌的篇章。回顧過去的十年，從努力踐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到香港人民幣
離岸市場建設，從深度參與前海深港金融服務合作示範區到內地多個自貿區建設；從鼎力支
持內地企業 「走出去」 到 「一帶一路」 建設中香港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等，我們協會立足不
斷鞏固和增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立足持續推進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等有利於
國家和香港特區長遠發展的重點工作，提出了大量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得到了
國家和特區政府部門的認可，贏得了市場同業的普遍認可與好評。

展望未來，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任重而道遠。香港中資證券業
協會將不忘初心，發揮立足香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特色和優勢，繼續為國家和香港特
區的資本市場發展而不懈努力。首先，我們應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進一步積極作為，
發揮會員機構的專業實力和市場影響力，協助香港金融市場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其次，作
為中資金融機構，我們要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國家進一步推進資本市場開放和確保
金融安全等方面勇於探索並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第三，隨着 「一帶一路」 建設的實施和推進，
我們應以香港為基地，穩步邁向世界金融市場，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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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及中聯辦、中企協的關心指導，得到了會員機構朋友的鼎
力支援，得到了證券同業、上市公司、廣大投資者以及社會各界
朋友的厚愛。協會發展壯大的每一步，都浸透着社會各界朋友的
關注與支持，凝結着各家會員的投入與奉獻，映射着香港資本市
場發展的成就。在協會慶祝成立十周年之際的重要日子，我謹代
表董事會和全體會員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

我們堅定相信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能夠秉承宗旨，再接再
厲，在下一個十年與會員機構一起創造新的歷史和新的業績，為
推動香港中資券商的發展及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作出貢
獻。讓我們一起攜手努力，共同創造和見證香港的美好未來！

十度春秋，風華正茂；十載耕耘，碩果纍纍。值
此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十周年華誕之際，作為本協會

的永遠名譽會長，我們值此機會衷心感謝全體會員對協會不斷發展壯大付出的辛勤努力和
做出的卓越貢獻，並向協會全體成員致以最熱烈和最誠摯的祝賀！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的前身是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下設之證券行業委員會。香港中資證券
業協會秉持促進香港經濟穩定繁榮的宗旨，在國家加速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和實施人民幣國際
化戰略的歷史性時刻應運而生。從QFII的推出，到QDII和RQFII，再到基金互認；從當年的 「港
股直通車」 方案，到如今的 「滬港通」 和 「深港通」 ，我們協會積極建言獻策，在中國金融
發展史上譜寫了輝煌的篇章。回顧過去的十年，從努力踐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到香港人民幣
離岸市場建設，從深度參與前海深港金融服務合作示範區到內地多個自貿區建設；從鼎力支
持內地企業 「走出去」 到 「一帶一路」 建設中香港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等，我們協會立足不
斷鞏固和增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立足持續推進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等有利於
國家和香港特區長遠發展的重點工作，提出了大量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得到了
國家和特區政府部門的認可，贏得了市場同業的普遍認可與好評。

展望未來，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任重而道遠。香港中資證券業
協會將不忘初心，發揮立足香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特色和優勢，繼續為國家和香港特
區的資本市場發展而不懈努力。首先，我們應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進一步積極作為，
發揮會員機構的專業實力和市場影響力，協助香港金融市場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其次，作
為中資金融機構，我們要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國家進一步推進資本市場開放和確保
金融安全等方面勇於探索並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第三，隨着 「一帶一路」 建設的實施和推進，
我們應以香港為基地，穩步邁向世界金融市場，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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