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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灣區商機 港交所併深公司
擬購融匯通金51%股權 提升金融科技實力

港交所20日公佈，擬收
購融匯通金的51%控

股股權，並將通過增加融匯通金註冊資
本的方式完成。融匯通金是一家技術服務

提供商，業務涉及交易所市場、金融監管領
域的技術，以及數據應用等領域。主要從事電
腦軟硬件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諮詢、
系統集成；訊息系統的技術開發及相關技術服
務；依託互聯網等技術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
務。
港交所透露，融匯通金現有員工約200名，在
金融科技服務方面擁有較強的研發實力，投資
融匯通金將有助於港交所減少對第三方供應商
的倚賴、管理開發成本和降低項目執行風險。

配合科技戰略規劃 拓新市場
科技發展令全球交易

所行業生態日新月異，港交所指出，這一收購
意向將有助於港交所進一步提升金融市場的科
技實力，支持未來的戰略發展。長遠而言，港
交所將受益於融匯通金的完善網絡及技術能
力，以配合集團未來的科技戰略規劃，開拓新
市場和客戶群。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全球資本市場

都在科技推動下迅速發展，很高興簽署投資融
匯通金的意向書，希望通過與資訊科技領域的
佼佼者合作，進一步增強港交所現有的技術實
力，拓展業務範圍，創造新的增長機遇。

券商：冀灣區資本管制放寬
民眾證券行政總裁潘康海20日出席公司活動

時亦表示，相信隨着大灣區綱要的落實，將令
證券業界受惠。他指，雖然《規劃綱要》未有
提及具體措施，但認為大灣區規劃最終會推動
香港與內地的金融業進一步發展，從而令香港

券商受惠。現時香港券商在內地發展面對的最
大難題是資金流通，因現時內地存在資本管
制，內地客戶的資金要來港投資仍很困難。因
此，他期望《規劃綱要》出台後，資本管制能
有所放寬。
翻查資料，融匯通金是深圳市金證科技股份
的子公司，金證股份是滬交所的上市公司，也
是內地金融科技領軍企業之一，旗下員工
6,000多人，為中國多家證券商、資產管理公
司、綜合金融公司及監管機構，提供資訊技術
服務。
如果交易完成，金證股份在融匯通金的股權
佔比，將由目前的60%降至29.4%，融匯通金本
身的員工的股權佔比，也會由目前的40%降至
19.6%。
金證股份也指出，未來將與港交所整合雙方

在金融科技、行業經驗等方面的資源，推動公
司「回歸金融IT」戰略和「走出去」的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為香港與內地的跨境金融發展帶來更多新

機遇，為開拓大灣區商機，港交所20日宣佈收購一間

深圳的技術公司－融匯通金科技公司51%股權。港交所

指，這將有助交易所進一步提升金融市場的科技實力，支

持未來戰略發展。交易有待簽署正式交易協議，預期今年

第二季完成。融匯通金業務涉及交易所市場、金融監管領

域的技術，以及數據應用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蔡
競文）《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提
出多項政策，
包括有序推進
兩地金融市場
互聯互通，獲
得香港業界積
極回應。香港

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20日指出，大灣區
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將推動區內中產階層
快速崛起，為灣區金融業帶來更多的個
人業務機會，包括銀行貸款、發債、保
險、上市集資和財富管理等業務，同
時，大灣區金融服務需求更加綜合化和
便捷化也要求區內銀行加快服務轉型，
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
鄂志寰20日發表題為《從粵港澳大灣
區戰略定位看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改
革開放中的作用》的報告，指在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香港是四個中心城市之
一和三大發展極點的重要支撐，既有全
球領先金融中心的傳統優勢，也將逐步
形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新優勢，兩大

優勢相輔相成，在共同推動灣區建設的
同時，提升香港經濟的活力。

應快速建設跨境聯動機制
她認為，香港金融業應抓住機會，全
面快速提升跨境金融聯動機制、服務品
種和服務水平。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發展規劃框架下，區內銀行可以為北上
港人提供開戶便利、支付便利和匯兌便
利及理財便利等，為香港居民提供跨境
金融便利化服務的方案，推出大灣區主
題系列銀行卡服務和跨境繳費服務，區
內銀行的服務領域將能覆蓋粵港澳三地
衣、食、住、行的多元化消費場景，讓
大灣區居民輕鬆繳納異地水費、學費、
物業費、醫療費等民生費用。

港國際樞紐地位將續提升
具體而言，首先要發揮傳統優勢，為
大灣區建設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大
灣區規劃綱要提出香港將繼續鞏固和提
升其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樞紐
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
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
功能，支持香港打造大灣區綠色金融中
心，建設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

構，有利於香港大力發展特色金融產
業。
目前，粵港澳銀行業總資產超過42.7

萬億元人民幣，銀行存款總額高達4.7 萬
億美元，均超過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
區。12 家港資銀行在廣東開設了180 多
家分支行，粵資銀行在香港擁有80 多個
營業網點；赴港上市的粵企接近 200
家，名列各省市之首。粵港澳大灣區跨
境金融服務規模不斷上升，廣東跨境人
民幣收付約佔全國四分之一。

發展國際創科中心新優勢
其次， 規劃綱要提出充分發揮香港在
知識產權保護及相關專業服務等方面的
優勢，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推
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
新走廊建設，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
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支持落馬洲河
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毗鄰的深方科創
園區建設，共同打造科技創新合作區。
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
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
源地，培育若干世界級產業集群，為不
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提供支
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大灣區規
劃綱要指出，相關大灣區的規劃近期至2022
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到2035年……
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全面建成」。
中銀的報告指出，2035年灣區GDP總量可
達5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將較2018
年增加381.99%，佔全國GDP比重，由
12%增至18.3%。
報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GDP總量及增
量均領先於國內其他主要城市群，2017年
大灣區GDP總量為10.18萬億元，2018
年，廣東省九市的GDP總額達8.1萬億元，
因港澳地區尚未公佈經濟規模數字，估計
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量可能達到
10.83萬億元，佔全國GDP的12%左右。

以大灣區各城市GDP從2008年到2017
年十年平均名義增長率作為基礎進行簡單
估算，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
量可以達到15.47萬億元，實現綜合實力
顯著增強的發展目標；到2035年，粵港澳
大灣區GDP總量可能為52.12萬億元，經
濟實力大幅度躍升。

將成中國經濟重要引擎
如果全國名義經濟增長率按年均7%測
算，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GDP 總量將
佔全國GDP的13.1%，2035年， 粵港澳
大灣區GDP 總量更將佔全國GDP 的
18.3%，真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
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大灣區
規劃綱要提出大灣區發展第三個戰略定位
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鄂志寰20日
指出，香港應積極支持企業「走出去」，
為更多的企業和機構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
和配套專業服務，成為「一帶一路」建設
的推動者和參與者，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
面。

提供專業支援風險管理服務
首先，為「一帶一路」提供專業支援服
務，提供全面風險管理服務。 「一帶一
路」沿線各類投資項目風險日益突出，需
要進一步完善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在使
用更多市場化風險管理工具的基礎上，應
充分發揮各類專業服務機構識別風險、分
擔風險的功能，為「一帶一路」相關項目
提供專業支援服務。香港可以發揮在法律
及仲裁、會計、人力資源、諮詢、教育和
培訓、投資項目評估（盡職調查、政治風
險評估）、工程承包、項目管理和推介等
專業服務領域的突出優勢，為「一帶一
路」項目提供高質量的專業服務。

建區域運營基地 提升輻射力
其次，着力打造「一帶一路」企業

運營基地，提升區域輻射能力。近年來，
香港加快推動財資中心（CTC) 建設，提
供稅務優惠，以香港為區域營運基地的各
類海外公司數目超過8,000 家。在香港設
立區域運營平台可以提升企業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的運營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協
助走出去企業做強做大，進一步提升在
「一帶一路」沿線的社會責任能力建設，
提升多方溝通能力，以實際行動推動民心
相通。

推動與人幣國際化協調發展
第三，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
心，積極推動「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
際化協調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始終是
粵港澳金融合作的重點，也將成為粵港
澳大灣區金融市場發展的核心要素。截
至2017 年底，廣東跨境人民幣結算累計
業務量達13.87 萬億元，其中粵港澳跨境
人民幣結算總額9.93 萬億元，佔廣東跨
境人民幣結算總量的71.6%，跨境雙向
人民幣資金池業務累計收付408億元。
人民幣業務是香港金融市場的核心優
勢，是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
要推手，以及服務「一帶一路」金融需
求的重要手段。

2035年灣區GDP總量可達52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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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金融服務創新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

娟）《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提出
「支持深圳依規發展以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核心的資

本市場，加快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深交所表示，將提升
服務科技創新能力，健全完善基礎制度，豐富市場產品體系，
推進跨境金融服務創新，全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458灣區企深上市 平均納稅3億
深交所稱，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有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458家，佔大灣

區境內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的八成以上，包括萬科、格力、比亞迪等一批行
業龍頭企業。據深交所統計，粵港澳大灣區深市上市公司有四方面優勢：一
是高新技術企業佔比高，深市2,100餘家上市公司中高新技術企業佔比約
70%，珠三角九市佔比約80%；而九市的456家上市公司中有50%是戰略
新興企業；二是研發投入佔比高；三是效益走在前列；四是社會貢獻
高，大灣區深市上市公司平均納稅額約3億元人民幣，高於市場平均
水平。
深交所表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大灣區發展規劃的
重要內容，深交所將落實《規劃綱要》要求，健全完善
基礎制度，推進跨境金融服務創新，發揮資本市

場服務實體經濟作用，助力粵港澳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

中銀：大灣區規劃增金融業機會 港三方面做「帶路」建設重要支撐

■鄂志寰稱，大灣區金
融服務需求將更加綜合
化和便捷化。 資料圖片

■李小加稱，希望通過與
資訊科技領域的佼佼者合
作，進一步增強港交所現
有的技術實力。
資料圖片

■融匯通金科技公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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