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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提3建議 為港謀出路
聚焦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化、金融專業服務、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莊程敏）由香港政

府及香港貿發局合辦、一連兩日的第四屆「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昨於灣仔會展開幕，逾80名來自香港、

內地及世界各國的官員和商界領袖，以及來自世界各

地約5,000名嘉賓參與，共同分享「一帶一路」的最

新發展以及這一倡議為不同行業帶來的新機遇。與會

者認為，香港近月社會事件並無影響香港的核心競爭

力，香港仍然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可為國家「一

帶一路」倡議發揮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綠色金融和可持
續發展愈來愈備受市場關注，匯豐「一帶一路」及
業務走廊亞太區主管穆貴德(Mukhtar Hussain)昨出
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2019」時表示，「一帶一
路」強調動員私人資本以及帶動環境可持續項目，
現時全球已有超過30萬億美元的資產投放在可持
續項目上，而內地為第二大綠色債券發行國家，對
發行綠色債券具有帶頭作用。
穆貴德續稱，內地處於全球加強可持續性經濟

轉型和綠色融資崛起的前方，顯著降低了其增長所
帶來的碳強度，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投資
者，也是第二大綠色債券發行國家，而香港作為國
家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在這一過程中發揮着關鍵
作用，更反映香港對可持續金融政策的承諾。
就可持續金融發展，穆貴德表示匯豐承諾在

2025年前提供1,000億美元的可持續發展融資和投

資，並致力制訂綠色金融的市場標準，該行於今年
較早前簽署了「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該行相
信「一帶一路」和可持續融資正為香港以及在這裡
開展業務的公司、銀行和投資者帶來機會。

發行綠色債券空間大
此外，出席同一論壇的金管局助理總裁(外事)兼

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副主任陳維民表示，香港政府
今年5月底成功發行10億美元綠色債券，對推動本
港綠債市場發展起到帶頭作用，香港作為全球其中
一個綠色金融樞紐，去年發行綠色債券總額達到
110億美元，他相信香港未來發行綠色債券的空間
仍很大。
另一方面，出席同一論壇的港鐵(0066)財務總監

許亮華表示，鐵路投資是長遠規劃，無論是資本開
支和後期維護均需要投入龐大資金，可持續的金融

發展對於港鐵未來營運是有必要性，而港鐵兩大經
營資金來源分別來自沿線物業發展和票價，他認為
不可只單純依賴票價收入來維持營運，同時需要透
過持有地產項目來彌補回報，包括保留部分商場租
金收入。

港鐵：港評級降有影響
被問及評級機構惠譽繼下調香港評級後，相應

調低港鐵長期外幣及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由
AA+下調至AA，前景展望評級為負面。
許亮華指出，港鐵評級隨着惠譽下調香港評級

而受到影響，但他強調港鐵財務穩健、運作理想，
相信即使下調評級對其融資成本影響不大。對於近
月港鐵站持續受到破壞，許亮華認為港鐵的使命是
令香港繼續向前走，會盡力令到鐵路系統繼續運作
和暢順。

陳德霖表示，首輪攻防戰在1997年8月
打響，投機者到10月被貨幣發行局設計的
防 禦 機 制 將 隔 夜 港 元 銀 行 同 業 拆 息
（Overnight HIBOR）挾上令人咋舌的
300%，令做空港元因成本過高而收斂。
1998年8月左右，投機者汲取1997年戰役
的經驗，調整了策略，採用了後來所稱的
「雙邊操控」戰術。

股市方面，投機者先行在現貨和期指市
場建立大量空盤，當啟動針對港元的狙擊
時，港元利率猛升，觸發股市和期指急
挫，此前已部署的空盤必有斬獲。匯市方
面，汲取了10月一役沽空成本被挾高的教
訓，他們暗度陳倉，在市場較淡靜的時
候，從貨幣市場以較低的成本逐步借入估
計約300億港元儲備彈藥，令即使開戰時
HIBOR上升也難損他們分毫。這個稱之為
「雙邊操控」的策略很聰明，既能避過貨
幣發行局的利率防禦機制，又能利用匯市
和股市互相施壓。

陳德霖表示，港府意識到，任由這種投
機活動持續而不作反擊，則香港的貨幣和
金融體系必將受到嚴重威脅。問題是如何
反制雙邊操控，結論是訴諸市場手段。

葉約德房間做交易作戰室
1998年8月14日，星期五，政府財經事

務局出面臨時邀約香港最大三家證券商的
主事人到中環舊中銀大廈的中國會出席早
餐會。一進包間，只見到陳德霖單人匹馬
恭候，那一刻大家滿臉錯愕狐疑的神情，
因為外匯基金一向不涉足股票，故此金管
局與香港的證券商並無交往。陳德霖請他
們喝完杯中的咖啡，就請他們關掉手機，
然後將他們引領往金管局的辦公室。在承
諾嚴守秘密後，陳德霖告知他們特區政府
已決定入市，在股票和期貨市場反擊雙邊
操控，希望他們趕回辦公室，馬上為金管
局開立股票和期貨交易賬戶，配合同一天
開始的入市行動。

股市戰線隨即開打，恒生指數一洗頹
勢，當天反彈564點，升幅8.5%。為了查
證行動保密沒有曝光，陳德霖故意叫不知
內情的交易室同事在市場上四處打探恒指
反彈原因，回饋的訊息中絲毫沒有提及政
府入市干預。直到當天收市後，時任財政
司司長曾蔭權、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和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出現在新聞發佈會現

場，大家才恍然大悟。
同時，入市行動具有高度的市場敏感

性，在啟動前必須絕對保密，他們只能調
派局內少數幾位同事參與其事，他們均承
諾，對入市的準備工作守口如瓶。陳德霖
召集了一個「戰事」小組，並徵召當時負
責儲備管理的助理總裁葉約德，在她房間
設立「交易作戰室」，安裝數條有錄音功
能的電話線，可以直接向券商下達指令。

持續入市10日 股指升18%
入市的行動持續10個交易日，在1998年

8月28日收兵。入市行動最後一天，來自
投機者的沽售壓力達到高峰，當天的交易
量創歷史新高的790億港元，金管局幾乎
是一夫當關的唯一買家。同日，恒指期貨
的未平倉合約高達15萬張以上。最終恒指
收市報 7,830 點，較入市行動之初上升
18%，幾乎倍於投機者鎖定的 4,000 點水
平。投機者平倉撤退之舉也見於香港和其
他亞洲市場，港元息率回歸正常，恒指回
升，未平倉的期指合約數目回落。一場沒
有硝煙的戰役結束了，香港隨後是艱巨的
重建市場信心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政
府今年4月推出可扣稅延期年金，帶
動今年第二季本港年金業務的新造保
單保費總額按年勁升3.43倍。萬通保
險首席營運總監兼首席精算師葉嘉年
昨表示，公司最新推出可扣稅延期年
金計劃，預期總內部回報率高達
4.73%，相信在市場上具競爭力。他
提到，受本港社會事件影響，上月來
港投保的內地客減少，不過公司內地
客保單佔比不大，佔比甚至低於業界
整體，因此公司受影響不大，相信在
本地需求增加下可抵消內地客減少影
響。

擬逆市增聘人手
雖然政府多次警告本港下半年經濟

或步入衰退，令不少人憂慮企業或裁
員，不過萬通保險首席市務總監蕭莉
玲表示，因應政府宣傳效應下，市民

對退休產品的意識提高，留意到不同
年齡客戶的保費有增加趨勢，又指雖
然有不少公司加入推出新產品，但在
需求同時增加下，相信是一件好事，
因此公司肯定不會裁員，反而會繼續
增加招聘，不過未有透露現時公司保
險代理人數目。
萬通保險新推出可扣稅延期年金計

劃，繳付保費年期短至5年或10年，
客戶可自主選擇10、20或30年的累
積期，期滿後即可開展10年或20年
的年金期，但計劃只接受美元投保。
以一名45歲非吸煙男性為例，若他
投保一份每年1萬美元，供款期5
年，累積期20年及年金期20年的延
期年金，由65歲起預期每月年金入
息736美元，預期年金入息總額為
17.664萬美元，在年金期終結時保證
內部回報率 2.3%，總內部回報率
4.73%，同時可享稅務扣稅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中石化保險有限
公司董事及總經理劉繼峰昨出席「一帶一路」論壇
時指出，保險公司一般會與財團顧問合作，了解要
提供何種保險計劃，由於不是所有範疇都能有保
障，所以作出的計劃亦要盡量取得平衡。
他指出，公司亦會盡量選擇一些頂級保薦人的

項目一起合作開拓，以降低風險。
另外，他又認為，香港的保險團隊很勤奮，相

信可以在「一帶一路」項目中建立模範，再加上香
港在法律、人才、稅制等方面都很有競爭優勢，預
計在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發展中會擔任更多歷
史性角色。

安聯環球企業及專項保險香港及大中華區首席
執行官曾萬里亦指出，現時保險公司的服務較產品
導向，對於「一帶一路」這類較複雜的項目，應該
採取開放的態度，例如考慮提供「度身訂做」的保
單，擴展風險管理的服務，提出整個解決方案，包
括環境保護、網上攻擊等的風險方案。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於論壇致辭時表示，過去數月示威
反映複雜議題，但他保證沒有影響香港核心競爭力，包括

法治、自由、簡單低稅制、司法獨立制度，以及資本、貨物、資
訊及人員自由流動。他強調，「一國兩制」亦沒有受損，政府將
與社會對話，希望找出解決方法，配合本港的法治，相信香港會
渡過難關。

繼續發揮「帶路」橋樑角色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於
「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作用，因為外國企業可以藉香港進入內
地，內地企業則可透過香港「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既是香港所長，也是國家所需。
他對香港提出三點建議：首先是聚焦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
化，持續打造香港要素流動平台；其次是聚焦金融專業服務，充
分發揮香港經濟特有優勢；還有是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促進香港和內地經濟共同發展。
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人才匯聚，「一帶一路」發展無疑對香港提供重大機遇。他並
強調，祖國是香港重要的後盾，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支
持特區政府，相信在特區政府積極作為下，香港將可渡過難關。

謝清海：高透明度助立足國際
惠理集團聯席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謝清海指，雖然香港遊
行示威持續，市場擔心香港社會將持續動盪，但認為這反而是自
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最好的機會去推動必要的經濟改革，使香港
及「一國兩制」更具韌性。他續指，不要低估香港於「一帶一
路」倡議中的重要性，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仍然是世界主要
的國際金融中心，協助內地企業處理不少融資活動。
他並以馬來西亞一度叫停、其後降價重新動工的馬來西亞東海
岸鐵路計劃為例，指出「一帶一路」倡議若要爭取國際支持，便
需要在項目透明度方面保持最高標準，同時亦要在商業上可行，
達至互惠互利的局面。
力寶集團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李文正說，中國內地的貿易總額
處於全球領先位置，產生巨大的商品流和資金流，因此「一帶一
路」倡議最重要的目標是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支付貨幣，包括將
更多商品以人民幣定價，藉以平衡美元作為國際支付貨幣所造成
的貿易不平衡。而香港將可在人民幣國際化上發揮重要角色。
他又指，現時內地仍有產能過剩的工業，而這些工業正是不少
東南亞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因此雙方有很強的互補性。

正大：貿戰加快內地改革
泰國正大集團資深董事長謝國民稱，雖然中美貿易戰與中美高
科技競賽短期會為內地帶來發展陣痛，但長遠則有利內地發展，
因為中美衝突會迫使內地推動國際合作、加大開放力度與投資高
新科技。
渣打環球信用保險部資本結構及分配小組董事Ashish Makhija
留意到，一般企業在發展「一帶一路」項目時都忽略了政治風
險，太着重於經濟風險，但其實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政治風
險，政治一旦出問題會令整個項目都遭破壞，建議投資者應向顧
問了解清楚政治的風險，亦要了解一下自己的現金流是否足夠。

匯控：綠色金融崛起 港商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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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退休的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在《匯思》撰文講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因後果及發展過

程，以及親身上場參與政府入市「千億打大鱷」的驚險經歷，其中包括在中環舊中銀大廈中國會

會見這次戰役中有「御猫」之稱的三家券商，以及在當時負責儲備管理的助理總裁葉約德的房間

設立「交易作戰室」，指揮券商擊潰投機者的「雙邊操控」的進攻戰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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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通保險葉
嘉年(右)指，
本地需求增加
下可抵消內地
客減少影響，
左為首席市務
總監蕭莉玲。

記者
馬翠媚 攝

安聯：「一帶一路」項目保險 或度身訂做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稱，「一國兩制」沒有受
損，相信香港會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上)表
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於
「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