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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打擊經濟，港府再次推
出就業補助計劃，今次的受惠行業為
金融科技業（FinTech）。財庫局局長
許正宇昨接受訪問時透露，港府將於7
月2日，推出一個資助1,000間公司招
聘金融科技人才的「千人計劃」，讓
每間獲批公司可以新增1個職位，每個
職位每月獲政府資助1萬元薪金支出。
換言之，每間公司每年將獲12萬元資
助，有關計劃為期1年的總開支為1.2
億元。

計劃為期1年料涉1.2億
許正宇表示，有關的資助計劃由數碼
港負責具體運作，但申請公司不限於數
碼港或科技園內的公司。他特別強調，
今次資助計劃旨在減緩本港的失業率，
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故此，計劃規

定申請資助的公司，必須是新增職位才
符合申請資格。
此外，有關的新職位，除了可用以聘

請區塊鏈、電子支付領域等金融科技人
才外，其他人才也在認可範圍內，當中
包括會計師和律師等。他指出，從今次
計劃中受惠的人才類別，可謂相當廣
泛，相信業界的反應會踴躍。
「為增加計劃的靈活性，將容許未開

始聘請程序的公司，也可以預先申請並
接受批核，而且申請的公司，除了科技
公司外，也包括了銀行，甚至非政府組
職等。」他說。

推動本港金融科技發展
目前本港失業率已升至近6%，但18
至25歲的年輕人，失業率更達到雙位
數，即使貴為金融科技的畢業專才，現
在找工作也並不容易。許正宇希望，今

次的「千人計劃」可以幫助他們。
對於本港的金融科技發展，許正宇

稱，香港的金融科技業發展，近年其實
相當迅速，過去數年間，已從一個市場
規模較小的行業，發展為龐大和活躍的
業群。但面對全球疫情，很多規模較小
的公司，承受着很大經營壓力，或許會
令行業減慢了發展步伐，也間接使得本
港的金融科技人才，得不到理想的發展
機會。政府今次推出的計劃，得到業界
的大力支持，相信可持續推動本港金融
科技發展。
許正宇提到，由於今次的計劃使用公

帑，政府會監管計劃的運作，受資助公
司需每6個月向政府提交新職位的工作
情況，以及符合相關的審查指標。他
說：「有關新增職位的受資助期限，雖
然僅為1年，但仍希望受資助的員工可
以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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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即將推出，外界憂慮港區國安法

實施後，或對本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帶來

不確定性。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實施港區國安法只會有利於

本港社會的穩定，使本港的投資環境更好，這

是他上任以來，與許多金融界人士接觸後所得

的結論，「很多市場人士都曾向我表達，對港

區國安法的支持，他們都希望本港盡快恢復穩

定與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許正宇昨透露，上任以來，曾與多家金融機構
的負責人會面，當中有不少是國際投資者，

他們都不約而同認為香港的投資環境，最根本及
最需要的正是「穩定」，只有穩定才可以繼續發
展。「若市場不穩，資金才會有流走誘因。推出
港區國安法，正可以為香港提供穩定因素，從而
吸引環球資金來投資，強化本港作為綜合型金融
中心的地位。」
作為香港金融業最大的業界組織，香港銀行公

會在上月底表態指，穩定的營商環境是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相信立法條文及
細節公布後，有助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公會指，
相信港區國安法公布立法條文及執行細節後，市
場及公眾可以更清楚理解有關法案，加強投資者
的信心，工商百業重拾增長動力。

立國安法穩定投資環境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本月中亦曾發報告表示，

目前未見基金公會成員因港區國安法而改變投
資策略，客戶的資產配置亦無大幅調整，業界

普遍對香港基金業的前景感到正面，認為社會
事件及港區國安法不會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有重大改變，環球投資中國市場的趨勢也
不會逆轉。

中概股回流 港危中有機
對於有「國際大鱷」借港區國安法立法而興風

作浪，揚言要狙擊港元，並迫使聯匯脫鈎，許正
宇指出：「事實勝於雄辯，市場自然會作出選
擇，現時本港有資金不斷流入，港元也一直處於
強方兌換保證區域，反映市場對香港具有信
心。」
自從美國挑起貿易戰，中美關係急劇轉差，很

多市場人士都擔心「冷戰」會重燃，而香港正處
於「暴風眼」中，要面對相當大的壓力，許正宇
認為：「香港並非第一次遇上大風大浪，但由於
我們基礎深，能夠受得住衝擊。」此外，也正因
為美國的「圍堵」政策，令不少大型中資概念股
回流本港上市，可見香港「危中有機」，「既面

臨風險，也可以從中尋找機遇。本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不單沒有褪色，反而是在加強中。」

作跨市場監控 未見風險
在中美博弈環境下，他強調，作為政府，一定

會對相關風險提高警覺，時刻對本港作跨市場的
監控，例如港元的穩定，以及股市、期市有否不
尋常現象等。他對大家派發「定心丸」表示「香
港有固定機制監控風險，暫時沒有發現風險的出
現。」
被問及昨日宣布推出的「跨境理財通」，他

稱，未來還會有更多「互聯互通」的項目誕生，
他也希望其他項目如「ETF通」、「南向債券
通」等，可以愈快推出愈好。「縱使我沒有相關
的『時間表』，但肯定的是內地市場會愈來愈開
放，特別是大灣區的建設，香港可以將更多的市
場發展經驗帶回內地，包括有效的監管、公平的
交易、人民幣國際化等。故此，香港市場的穩
定，對大灣區及自身的發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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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大
灣區將開展雙向跨境理財通業務試
點，雖然市場有揣測認為理財通在
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夕宣布，兩者是
有所關連，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接
受訪問時形容，港區國安法及理財
通是一個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
事，強調港區國安法的立足點是從
香港角度出發，令本港有穩定社
會、穩定環境，讓整個金融中心、
社會、經濟能繼續向前發展，而理
財通則是香港在大灣區內與內地互
惠互利的機制。
許正宇又指，從金融市場的角

度，香港在國內服務國家實體經
濟、幫助其引入投資者等，一直以
來都是恒久主題，他認為理財通推
出與個別事件不一定有關係，因為
這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他亦認
為，港區國安法將令本港有更穩定
的社會環境，令本港下一步可以更
加好地服務國家，更加好地聯繫內
地與國際資金，並提供一個更加好
的基礎。

大灣區中產對理財需求大
中央四個部門早前聯合發布文

件，提出支持大灣區發展金融的30
條意見，市場當時已預料跨境理財
通將成為第一項較具體的落地項
目。許正宇則形容，香港與內地是
互惠互利、共榮共生的關係，而香
港金融業在大灣區的發展潛力非常
大，尤其大灣區內中產階級比例較
高、財富管理需求很大，加上高鐵
等大型基建都已開通，令本港金融

服務業在大灣區可有更多的受眾及
更好的基礎，他形容「理財通是一
個長遠的目標，亦是一個大灣區的
願景」。
人行、香港金管局、澳門金管局

昨聯合公布跨境理財通，只有初
步框架、未有太多細節，許正宇
亦守口如瓶，指詳細內容仍需等
待有關方面落實後才可公布，但
他認為理財通最重要的是雙向跨
境特點，「一個是內地的錢透過
香港做國際資產配置，另一邊是
國際的錢透過香港可以取得內地
經濟增長的紅利」，他認為這兩
方向都是香港金融市場目前為止
成功的核心要素。

內地愈開放對香港愈有利
許正宇重申，理財通將令本港金

融業的覆蓋範圍增加，雖然本港金
融業一直以來都未有「劃界」，而
本港作為此時區國際金融中心，無
論是股市市值、銀行數目等，本港
都處於領先的地位。展望未來，他
認為香港可以在國家未完全開放資
本賬下，有一些比較創新及獨特的
安排，一方面服務國家，一方面本
港金融機構亦可有所得益。
許正宇又認為，內地愈開放香港

愈有利，因為當內地愈開放，對資
金及人才的需求亦愈來愈大，同一
時間香港作為國家在國際的金融中
心，及在這時區的綜合型國際金融
中心，對於一些國際機構落戶香
港、吸引人才或作為跳板有愈來愈
大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全球低
息環境下，造就了人民幣資產擁有相對
較佳的收益率，勢將受愈來愈多投資者
垂青。財庫局局長許正宇認為，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會是香港金
融業未來的兩大發展機遇，他昨日受訪
時表示，「理財通機制一定是人民幣國
際化重要一步，令境外人民幣有多一個
投資選擇，而人民幣國際化主題如何充
實人民幣國際化生態圈，令人願意去手
持人民幣、以人民幣出糧等，一定是成
件事的主軸」。

人幣國際化增投資選擇
本港目前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流
動資金池，加上各項跨境投資措施，如滬
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及即將推出的跨境

理財通等。根據金管局最新統計顯示，本
港4月份人民幣存款達6,543億元人民幣，
整體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規模達6,983億元
人民幣。
問到債券通的南向通及ETF通等互聯互

通措施的落地時間表，許正宇則以「盡
推」兩字回應，他解釋因為在政府角度而
言，當然希望樂見其成、這些互聯互通的
措施愈多愈好，而在服務國家角度而言，
他認為若本港方方面面都服務到內地的
話，相信本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將更穩固。
對於內地金融市場近年加速向外開放，

許正宇形容「愈多橋搭去內地，令到更多
橋搭去香港，對香港愈有利」，因香港是
國家的國際出口，同時亦是幫助國際投資
者進入內地的窗口，因此當內地愈開放，
對資金及人才的需求亦愈來愈大，對香港

亦愈有利。

力促更多互聯互通措施
他又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
綜合的能力，除了證券、銀行、保險，還
是一個綜合型的金融中心，他相信香港在
此定位下，可以更好地服務內地市場及國
際市場。
許正宇在4月接任成為財庫局新局長，

他日前在網誌《財庫論》撰文表示，過去
數年憑藉香港既有優勢，本港實施了突破
性的滬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認安排和債
券通等互聯互通機制連繫內地和國際，這
些年來都獲得國際、內地和本地投資者廣
泛支持，他相信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
人民幣國際化將會是兩大範疇，讓金融服
務進一步發展。

「7．2」推「千人計劃」惠年輕FinTech專才

港要抓緊兩大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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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
金融機構撐國安立法

■許正宇
稱理財通
機制是人
民幣國際
化重要的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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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1,000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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