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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4項優化完善債券通新舉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債券通至今上線3周年，逐步成為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券市

場的重要渠道，3年累計成交量超過6萬億元人民幣，並助力中國債券

納入世界多項主要的債券指數系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

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昨日表示，今年債券通將推出其中一個新舉措，是

與新的境外交易平台對接，拓寬服務的覆蓋範圍。早前中英已就債市

互聯互通安排開展可行性研究，市場預計中英債券通或有望今年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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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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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通優化促外資增持中國債
四新舉措完善服務 中英債券通或今年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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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香港國安法
正式實施，加上財新6月中國服務業PMI錄得
58.4，為十年來新高，顯示內地經濟復甦迅
速，市場毫不理會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所謂
「香港自治法案」，大市連升三個交易日，累
升1,071點；成交繼續高企，逾1,600億元。新
經濟股再成市場焦點，「ATMX」表現搶鏡，
其中騰訊（0700）創歷史新高，市值突破5萬億
元，至50,108億元，是港股史上首家市值破5
萬億元的公司。

騰訊再破頂 市值超5萬億
美國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妄稱制裁實施
香港國安法的中國官員，以及與他們有業務往
來的銀行。但完全無礙市場，大市承接前日強
勢表現，昨日繼續「由頭升到尾」，恒指昨高
開195點後，雖然升幅一度收窄至58點，但隨
即再度發力上升。午後升幅更一度擴大至329

點，高見25,453點。最終收報25,373點，升
248點或0.99%，連升3個交易日兼創近4個月
高位，成交則略為縮減至約1,640億元。至於
國指則收報10,243點，升186點或1.85%。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美國參眾兩院通過「香
港自治法案」，旨在表露姿態，是中美雙方一
連串衝突的延伸部分。因此，他認為大家需要
繼續觀察「香港自治法案」的最新發展，因法
案或會為港股帶來波動。

新股熱利氣氛 後市看26100
其中，他認為滙控（0005）與渣打（2888）
的身份較為敏感，因為兩間銀行在中美兩國都
有業務經營，而且它們的股份同時在香港、美
國與英國交易，可謂「左右做人難」，因此
「香港自治法案」可能對它們的營運與股價表
現構成壓力。至於「香港自治法案」對中資銀

行的影響則相對較少，因為它
們在美國的業務佔比有限。
他續指，近日港匯持續強

勢，加上新股熱潮持續，帶動
投資氣氛，令港股持續表現良
好。展望後市，他認為恒指較
大的阻力位將在26,100點附
近，因26,100點是恒指250天
移動平均線、3月初的下跌裂
口以及0.618黃金比率反彈目
標的所在位置。

昨日新經濟股表現搶鏡。重磅股騰訊在美國
加州設立新工作室LightSpeed LA，工作室由
前遊戲開發商Rockstar 老將 Steve Martin 領
軍，專攻開發3A級遊戲，消息刺激騰訊股價
創新高，一度高見529元，收報524.5元，升6
元或1.16%，連升4個交易日，市值突破5萬
億，至逾50,108.89億元。美團（3690）昨亦繼
續創歷史新高，收報191.7元，升12.3元或
6.86%。阿里巴巴（9988）昨升 2.99%，小米
（1810）昨升4.85%。

新經濟股搶鏡 手機股受捧
吉利汽車（0175）有望登陸科創板上市，股價

大升1.58元或12.56%，收報14.16元。是表現
最佳的藍籌股。手機設備股亦備受資金追捧，
瑞聲科技（2018）昨升6.62%，是表現次佳的藍
籌股；舜宇光學（2382）昨升6.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債券通開
通三周年，取得良好發展成果，市場人士就
進一步優化債券通提出建議。工銀國際研究
部涂振聲、李月及周朗程團隊昨指出，目前
中國境內債市已經是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
不過外資持倉量僅佔比2.6%，仍明顯低於
國際水平。同時，外資持倉結構仍高度集中
在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對於信用債市場參
與度很低。

需增有效對沖工具防範風險
隨着債券通機制的不斷完善，境內債市在

外資准入、託管、結算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
進步，工銀國際認為，如果債券通在風險管
理等對沖工具方面，可以進一步優化，將有
助於進一步增加外資入市的吸引力。首先是
優化利率風險管理，因現時外資仍未能進入
中國國債回購和期貨市場，以及進行利率互
換和遠期匯率交易，缺少有效對沖利率風險
的工具。其次是匯率風險管理，因為離岸人
民幣風險管理工具，難以完全對沖在岸人民
幣匯率風險。
第三是優化信用風險管理，因現時投資者

缺乏對沖境內信用風險的工具，加上債市違
約事件上、信用風險定價不足，以及內地與
國際評級差異，都令外資進入境內信用債市
場時有憂慮。

南向交易開通將實現雙向通
另外，工銀國際認為，現時債券通只開放

了北向交易，有進一步優化空間。工銀國際指
出，如果債券通南向交易開通，將可滿足境內
投資者外幣配置的需求，同時實現境內和境外
債券市場雙向互通，進一步完善債券通機制。
該行認為，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

會、外管局於今年5月共同發布《關於金融
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提出26項
具體措施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針對互
聯互通方面，《意見》提出要優化完善「滬
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等金融市
場互聯互通安排（包括適時研究擴展至「南
向通」）。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金融機構和
非金融企業在內地發行金融債券、公司債券
和債務融資工具，逐步拓寬發行主體範圍、
境內發行工具類型和幣種等。由此可見，未
來境內債券市場的開放將更進一步。除了投
資主體外，發行主體和債券品種等都會更趨
多元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滙
豐早前因為力挺香港國安法而受到英
國政府及英美政客的無理指責，該行
昨日懶理英國政府阻撓，宣布增加在
中國內地的投資，該行將在內地籌備
設立一家金融科技服務公司，同時，
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壽險合資公司將招
募新人，在上海及廣州向客戶提供非
銀行網點的財富管理服務。

內地籌設金融科技服務公司
滙豐昨宣布將啟動一項新服務，

為中國內地的客戶提供數字財富規
劃和保險服務。新服務推出初期，
該行將在廣州和上海為新客戶提供
服務。此外，滙豐正在內地籌備設
立一家金融科技服務公司，為公司
業務提供支持。
彭博昨形容，雖然政治爭拗不休，

但中國迅速增長的中上階層仍然是全
球銀行業巨頭競相爭奪的大獎，中國
家庭擁有約90萬億元人民幣（約
12.7萬億美元）的可投資資產。在市
場開放之際，來自從瑞銀集團到野村
控股，再到瑞信集團的公司都將財富
管理視作其在岸業務的重點。

把握機遇 擴理財保險業務
滙豐亞太區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

業務主管欣格雷(Greg Hingston)在
公告中表示，中國是亞洲最大的財
富管理市場和全球最大的保險市場
之一，滙豐不斷增加相關業務投
資，以把握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內
地快速增長的發展機遇。
欣格雷在今年5月份時曾表示，
滙豐希望中長期成為亞洲財富管理
市場龍頭。
由於對香港國安法表態支持，滙

豐上月遭到部分公司股東及英美政
客的無端指責。滙豐環球銀行及資
本市場聯席主管Greg Guyett上月在
致同事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說，客
戶近日幾乎在每一次討論中都提到
了香港話題。他重申了滙豐支持當
時還在擬議中的香港國安法的立
場。他說：「在『一國兩制』的原
則下，我們尊重和支持所有穩定香
港社會秩序、振興經濟繁榮發展的
法律」。Greg Guyett指出，中國和
西方將繼續擁有深厚的經貿關係，
而香港鑒於其強大的市場和商業框
架將繼續擔當重要的渠道。
該行上月在一份聲明中指，150
多年來，滙豐植根中國，從未間斷
對內地的服務；改革開放40多年
來，滙豐更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
的堅定支持者和積極參與者。

國安法反應正面 港股3連升逾千點 懶理英阻撓 滙豐增在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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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日，債券通「北向通」正式開閘，內地與香港
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揭開新篇章。上線以
來，債券通在入市、交易、結算等各環
節不斷完善機制，先後推出交易分倉功
能、券款對付結算方式和新債資訊通，
並進一步完善稅收政策，得到了境外投
資者和國際市場的高度認可，投資者數
量、交易規模、持債餘額均實現較快增
長。

降交易成本 延長服務時間
潘功勝在視頻中表示，為進一步優化

完善債券通，今年將推出四項新舉措：一
是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二是適當延長交
易服務平台的服務時間；三是與新的境外
交易平台對接，拓寬服務的覆蓋範圍；四
是進一步完善一級市場的服務質量。

中英債市互聯安排研可行性
將債券通擴展到香港以外更多市場，
是央行一直推進的工作。去年6月，中央
國債登記結算公司首次在境外設點，設立
倫敦代表處。隨後中英發布第十次財經對
話成果提出，中英債券通工作組取得進
展，並繼續就中英債券市場互聯安排開展
可行性研究。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表示，之所
以選擇倫敦，主要是考慮到倫敦是國際金
融中心，也是全球投資決策中心，集聚效
應顯著。同時，倫敦是世界第一大人民幣
離岸外匯交易中心和全球第二大人民幣離
岸清算中心，累計清算總量突破40萬億
元人民幣，是境內債券市場的主要客戶來
源地之一，人民幣業務增長較快。

市場需求巨 港無虞被搶食
至於中英債券通會否分薄香港市場，

郭田勇認為，從巨大的市場需求看，長期
看影響不大。中國債券市場已是世界第二
大債券市場，形成了數額龐大的人民幣流
動性及風險管理資產池，為全球市場機構
提供了更多投資選擇。近年來中國債券市
場對外開放提速，境外投資者可通過多種
渠道參與境內債券市場，額度不受限制。
從人民幣資產需求看，央行表示，目

前國際機構配置人民幣資產達到6.4萬億
元人民幣，並以年均超過20%的速度增
長，中國債券和股票市場被納入多個主流
國際指數，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計價、
交易、儲備貨幣的地位不斷提升，全球範
圍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迅速增加。

適時研究擴展至「南向通」
至於市場廣泛關注的債券通南向通，

並未列入今年央行工作議程。早前央行等
部委發布《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意見》中提到，優化完善「債券通」
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包括適時研究
擴展至「南向通」。
據債券通有限公司數據，截至2020年6

月底，通過債券通入市的境外機構超過
550家，賬戶數量達2,012個，覆蓋全球
33個國家和地區；三年累計成交量超過6
萬億元人民幣，單日最高成交達369億元
人民幣。同時，債券通先後助力中國債券
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和摩根大通
旗艦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系列，對
中國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起到了良好的推
動作用。

■潘功勝昨在
視頻中表示，
為進一步優化
完善債券通，
今年將推出四
項新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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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連
升三日，昨
逼近4個月
高位，成交
持續高企，
約1,640億
元。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