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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受制外匯管制 深圳難取代香港

「示範區」利港深金融產品覆蓋
香港
文匯報訊（記者 李

「示範區意見」涉及經濟和金融部分

昌鴻 深圳報道）中央日前

■ 支持深圳建設 5G、人工智能、網絡空間科學與技

術、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實驗室等重大創新載體；

批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

■ 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規範有序建設知識產權和科技

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

成果產權交易中心；

（簡稱《意見》），引起海內外關

■ 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研究完善創業板發行上市、

注。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

再融資和併購重組制度，創造條件推動註冊制改革；

均指出，此舉並非是要以深圳取代香港

■ 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
■ 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基金）產品互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內地有人民幣

認。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
金融監管；

未能自由兌換及外匯管制等制約。深港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兩個核心城市，未來

■ 支持深圳開展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

將會進一步強化金融合作，兩地金融

■ 高標準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快構建與國際

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產品的互認將實現更廣泛的覆蓋。
不過，數字貨幣的研究和創新
應用，未來將可能令深圳率

◀深圳獲批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此舉將給其帶來巨大發展
利好。
李昌鴻 攝

先推廣央行發行的數
字貨幣。

深建大數據中心利灣區共享

2025 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
《意見》指出，目標到
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

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
水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其中在經濟及金融業方面，
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基金）產品互認；在推進人
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支持深圳試點深
化外匯管理改革；高標準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快構建與
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兩地理財產品互認將成重點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昨日表示，此次《意見》並非弱化香
港而強化深圳，但可以肯定的是，深圳將要在大灣區擔當更加重要
的任務和引領作用，以後將是全國城市學習典範和楷模，並成為全
球領先的標杆城市。
在此形勢下，深港金融合作將會是一大重點，尤其是《意見》提
出的深港金融（基金）產品互認，對兩地均是利好。李大霄指出，
目前兩地有深港通、基金產品互認和債券通，預計將來更多的公募
基金產品將實現互認，至於私募基金，只要符合要求的產品也將實
現互認，並將擴大深港通股票覆蓋標的，從而令更多理財產品也實
現互認，即是實現「兩地金融產品的廣覆蓋」。另外，債券通北上
已經開通，南下未來也可能會開通，有利內地投資者分享香港債券
市場。
李大霄認為，《意見》的另外幾大亮點包括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
先行先試、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
這是目前北京和上海都沒有享受的政策。因此，深圳可以藉機大力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動深圳國際金融業務發展。深圳試點深化外
匯管理改革將可以更好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而香港作為人民
幣離岸中心，均可從中受益。
他又預料，目前央行多年研發的數字貨幣未來將有機會率先在深
圳創新應用，並可能向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城市推廣使用，這將
是國家主權貨幣的重大應用，將帶來巨大的社會意義和國際意義。

大灣區金融適度開放需港參與
前海管理局駐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亦表示，《意見》不是國
家推動深圳取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計劃，此前國家就提出將深圳建
設成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只是這次發佈的時間點剛好是香港發生暴
亂，這個時間點容易讓人多方面解讀。「但是，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
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萬一某一個國際性城市出了大問題，國家
自然還會有一個後備方案，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科學的做法。」
談到深圳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時，洪為民表示，深圳宜攜手香
港共同合作，因為內地人民幣資本賬戶未對外開放和外匯受管制，
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可以發揮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他稱，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和外匯管制，影響了深圳成為真正的
國際金融中心，因為對內地而言，金融安全也是十分重要的。這時
可以考慮在大灣區規劃下作一些適度開放，包括給一定額度規範管
理跨境金額交易，資本賬下在可控的情況下作一些開放，這些都需
要香港業界的參與。

▶李大霄指，
《「示範區」
意見》推動兩
地金融產品將
實現廣覆蓋，
助力深港金融
合作。
▲洪為民稱，深圳要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仍面臨多種
因素制約和挑戰。
◀李德豪表示，深圳建大灣區
大數據中心將為港企帶來合作
發展機遇。
圖：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意見》提出支持深圳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對
此，前海管理局駐香港事務首席聯
絡官洪為民表示，此舉將有利推動
粵港澳三地數據共享和共用，促進
經濟融合發展。
洪為民指出，深圳具有全國科技
創新優勢，在綜合應用大數據、雲
計算、人工智能等均居於全國前
列。此前他曾提倡在香港建設國際
大數據中心，因為香港擁有國際資
源優勢並連通內地，但現在因為香
港發生持續性的暴亂，該措施短期
內恐難以推動。「此次國家支持在
深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
心，這也是合適的。」
洪為民建議深圳可以參考福建
福州長樂的做法，建一個封閉的

大數據中心，將大灣區的科技、
醫療、教育、交通等放在裡面，
「數據不能拿出來，研究結果可
以對外公佈。」香港醫療和科研
機構需要用到的話，可以到該中
心調取，在深圳進行運算後可以
拿回結果，但原始數據需留在大
數據中心，這樣可以加快他們的
研究進程。

加快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港大博士、深圳市前海雲端容災
信息技術公司創始人李德豪表示，
深圳建設大灣區大數據中心，將有
利促進大灣區科創、醫療等行業加
快發展，加速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並可以探索和完善大數據的產權和
隱私保護機制，以及更好地強化網
絡信息安全保障。

灣區大開放 港金融業同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內地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範
區」，尤其是金融上的開放，被部
分市場人士視為警號，擔心內地有
意以深圳替代香港，若未來一旦香
港亂局不止，深圳將可取而代之，
起碼也可減少對香港的依賴。不
過，本港財金界人士仍抱樂觀態
度，認為香港的固有優勢仍然有利
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包括法制
及資金自由流動等。反而深圳大力
開放，身為大灣區一分子的香港同
樣會受惠。

香港金融服務優勢難取代
帝鋒證券及資產管理行政總裁
郭思治表示，大家不要將示範區
看得太複雜，事實上，深圳在高
科技的發展，已經優於甚至拋離

了本港。他相信若干年後，深圳
將有望成為內地的矽谷，在經濟
面上取代香港，所以今次就算沒
有「示範區」，深圳在高新科技
領域上，也會急速發展。
不過，在發展金融服務業上，香
港的優勢仍難取代，包括資金自由
流通、法制、資訊自由流通等，深
圳都暫時難以取代本港，反而新加
坡對本港的影響還要更大。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
傑表示，長久以來，有很多人都
將香港與深圳視為競爭對手，今
次香港機場大混亂的確可看到，
大量旅客因為本港機場亂局，結
果飛機需轉到深圳，並逼爆了深
圳機場，由此已顯示深圳的確有
香港「備胎」的作用。
但他預料，今次的深圳「示範

區」對本港的實際影響並不大，
因為本港既有的優勢深圳短期仍
難以超越。至於香港會否旁落大
灣區「龍頭」的地位，他覺得香
港根本不用刻意去爭做大灣區的
「龍頭」，因為整個大灣區各個
城市，皆有不同的功能和定位，
只要整個大灣區都受惠，身為大
灣區一分子的香港同樣會受惠。
資深投資銀行家暨人民大學講
座教授溫天納表示，深圳一直有
兩個最主要的定位，就是高科技
開發中心及內地金融中心，與本
港的分工其實頗明確，所以大家
不應只着眼港深競爭的事。

港深同步發展會是「雙贏」
溫天納認為，深圳示範區若取
得成功，有助促進港深兩地融

合，在人民幣國際化上亦可出
力，因為深圳一直是外匯的重要
入口，與香港這個外匯重要出口
相輔相成。當然，他承認，若香
港真的無法運作，深圳可做「後
備方案」。
他提到，過去內地其實多次推出
類似自貿區等概念，例如在 2020
年將上海建設為國際金融中心，但
規劃是規劃，要實際落實非一朝一
夕可成。他舉例指，深圳要在金融
領域上取代香港，需要內地開放資
本賬配合，惟相信內地在未來 5
年，也不能開放資本賬，這其實又
會掣肘了深圳在金融業的發展。
他相信，若香港能回復平靜，
仍然會是國際金融中心，而港深
兩地同步發展，一定會是「雙
贏」局面。

長實擬 252 億購英釀酒廠 Greene King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長實（1113）再
重金擴英國業務版圖。集團昨晚公佈，擬以每股
現金代價 850 便士收購於英國倫敦交易所上市之
釀酒廠 Greene King 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及將發
行股本，總代價約 27 億英鎊，相當於約 252 億港
元。

公司在英國具行業領導地位

■長實擬以總代價約 27 億英鎊，收購英國釀酒廠 Greene King 集團。圖
為Greene King 集團旗下釀酒廠的一種啤酒產品Greene King IPA。

Greene King為英國具領導地位的釀酒廠、啤酒
品牌與銷售點及餐廳營運商，於英格蘭、威爾斯及
蘇格蘭等地經營超過2,700間英式酒館、餐廳及酒
店。消息指，涉及約7,000萬方呎地盤面積。其三
個主要業務分支為「Pub Company（英式酒館公
司）」、「Pub Partners（英式酒館合作夥伴）」
及「Brewing & Brands（釀酒及品牌）」。截至
2019年4月28日，目標公司擁有1,687家由其經營
的英式酒館、餐廳及酒店，而81%之目標公司物業

均具有永久業權或作長期租賃。
按長實建議之現金收購價，Greene King的企業
價值相當於集團截至2019年4月28日為止52周財
務期間之EBITDA總額4.82億英鎊的9.5倍（低於
上 月 英 國 另 一 英 式 酒 館 公 司 Stonegate 以 11 倍
EBITDA之企業價值收購同業Ei Group）。
長 實 在 2016 年 初 次 涉 足 於 英 國 相 關 業 務 ，
Greene King為其工作夥伴，長實於去年開始深入
研究Greene King集團及相關行業。
長實為長期及策略投資者，投資受惠於房地產
之支持下擁有穩定、可獲利及產生現金流的業
務。長實認為，英國英式酒館及釀酒業擁有此類
特質，而且英式酒館將繼續成為英國文化和外出
用餐飲食市場的重要部分。該集團已投資於英國
英式酒館行業，並擁有一小部分英式酒館，而全
數均出租予目標公司集團。收購事項乃對該行業
作出之一項重大額外投資。目標公司具吸引力之

條件包括其於英國英式酒館具市場規模地位；擁
有永久業權及長期租賃物業；以及強健財務狀
況。
長實集團其他酒業相關投資項目包括：長江生
命科技於澳紐地區擁有佔地6,000公頃的葡萄園資
產組合；以及屈臣氏集團在香港經營的醇酒專門
連鎖店屈臣氏酒窖。

習主席訪英曾飲旗下啤酒
資料顯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5 年 10
月訪問英國，最終中英兩國達成價值 400 億英鎊
的雙邊合作協議，涉及約 60 個投資項目。其間，
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招待習近平主席於當地小餐
館品嚐傳統美食炸魚薯條時，卡梅倫為二人點選
的飲品正是 Greene King 集團旗下釀酒廠的一種
啤 酒 產 品 「Greene King IPA」 （IPA 即 Indian
pale ale，為英國特產的淡麥芽啤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