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昭

iBond添食 債市拓展空間大 七月一日就是審議死線

社 評 井水集

近年香港債券市場有長足發展，除
了人民幣債券市場漸具規模之外，港府
去年成功推售通脹掛鈎債券（iBond）
，今年再接再厲，推出新一批 iBond，
不排除當局日後定期發售通脹掛鈎債券
，成為港人認識與接受的熱門定息投資
工具。此對本港債市發展有推動作用，
而長遠目標是要打做一個交投活躍與多
元化的債券市場。

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總值不多於一
百億元，年期三年，入場費每手一萬
元，下周二開始接受認購，並在六月
二十五日於港交所掛牌買賣。通脹掛
鈎債券實際是一種用作對抗通脹的定
息投資工具，派息率高低端視通脹水平
而定。

雖然預測本港通脹已見頂，從去年
百分之六以上回落至今年的百分之三點
五，但若然新推出的 iBond 派息回報有
三厘以上，比銀行存款為高，仍是有相
當吸引力。

其實，歐美央行進一步加印鈔票救
經濟的機會很大，加上本港多間機構如
房委會、港鐵已先後宣布加租與加價，
本港通脹再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大，抗

通脹債券有一定市場需求，況且設有定
息一厘的最低回報保障，iBond 可說是
穩賺不蝕的投資工具。

事實上，今年投資市場環境不理想
，股市大上大落，在波動市況之中，定
息投資工具會更受歡迎。去年港府首次
推出 iBond 獲得一百三十億元認購額，
今次認購額可能超越去年水平，現時不
少證券行正部署提供孖展認購服務，隨
時催谷認購金額放大。

一向以來，股票投資是港人熱門投
資對象，債券等定息投資工具卻備受冷
待，令本港債券市場相比周邊競爭對手
遜色，本港企業發債融資地點不時都是
捨港取星。目前香港債券市場規模與交
易量均遜於新加坡，必須快馬加鞭，追
趕對手。

不過，近年本港債市已急起直追，
零七年開始啟動的人民幣債券市場，為
本港債市發展添加新動力。據資料顯示
，人民幣債券發售規模高速增長，一零
年發售總額有四百二十五億元，一一年
增加至一千零七十九億元，到了今年首
四個月的總額為三百六十七億元，預計
全年會有一千至一千五百億元。

同時，去年百億元 iBond 全數售出
，今年再 「添食」 百億元，顯示港人對
定息投資工具興趣增加，也反映本港債
券市場拓展空間仍大，當局應該把握時
機，趁港人對債市接受度與認知度不斷
提升，全速推動債券市場發展。

首先，完善本港債市配套不足之處
，這是二手債市交投無法活躍起來的關
鍵因素之一。以首批 iBond 為例，二
手買賣有場內與場外市場之分，前者
在港交所進行，買賣價格透明度高，
後者則由銀行根據買賣供求情況而定
出買賣價格，透明度不足，場內與場外
價格難免會出現差價，令投資者無所適
從。

其次，加快本港債市多元化步伐，
擴大市場深度。醞釀多時的伊斯蘭債券
，迄今仍是只聞樓梯響，當局須從速修
訂稅務與印花稅條例，消除發展伊斯蘭
債券市場的障礙。

總括而言，激活二手交投、擴闊市
場深度是本港債市發展重中之重，前景
是大有可為，尤其是國家支持下，預期
增加在港發售國債的規模，對壯大本港
債市有莫大裨益。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黃毓民昨日揚
言，梁振英的重組政府架構方案下月
十五日提交立會財委會審議時，他已
準備好五百項動議逐一提出，還說自
己已研究過 「議事規則」 ，委會主席
劉慧卿也無權阻止他 「拉布」 。

不過，黃毓民此舉第一個 「受害
人」 是 「民主黨」 的劉慧卿。黃毓民
的發言如果重複又重複，如上次 「拉
布」 般一 「拉」 十萬八千里，由《論
語》講到《醒世恒言》，或者如陳偉
業般由津巴布韋講到南蘇丹，相信劉
慧卿不會如曾鈺成般 「百忍成金」 ，
到時議事堂內出現 「火星撞地球」 的
火爆場面也未可逆料。

不過，劉慧卿是否能有效 「剪布
」 是一回事，重組方案要在六月二十
日提交大會表決，則已是如箭在弦之
事，否則，七月一日之前，梁振英的
新班子將無法組成及履新。

對此， 「公民黨」 吳靄儀說，不
應該把七月一日說成是 「死線」 。

這真是莫名其妙之言。兩屆特區
政府，七月一日換屆，梁振英的問責
班子，七月一日就要開始工作，如果

在此之前，重組方案尚未通過，連個
架構、位子都還沒有，試問新班子如
何履任、新局面又如何開展？屆時舊
班子中不留任的官員，是幹事好還是
不幹事好？那不都 「亂了套」 了嗎？

因此，對架構重組的必要性、迫
切性而言，七月一日的確是 「死線」
，而這 「死線」 ，並不僅僅是對梁振
英及其新班子而言。事實是，假若七
月一日重組不成，難道梁振英的特首
位子就會坐不成了嗎？難道一些候任
司局長就會 「失業」 了嗎？答案當然
都不是。 「死線」 也者，是從特區政
府的施政效率而言，是從市民的福祉
利益而言，具體如多建公屋、復建居
屋、增批土地，是七月一日如期 「開檔
」 ，還是拖到年底立法會換屆後新議
員重新再開始審議重組方案，那裡面
的時間損失和效率差距，少說也有半
年，七月一日怎麼不是 「死線」 ？

當然，對黃毓民、吳靄儀這些人
來說，阻撓梁振英新班子施政是沒有
「底線」 的，市民的利益也從不在他

們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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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繼續阻
礙下屆政府重組架構，揚言拉布。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表示，議員無憲制權力進行拉布，審議決議
案時亦不可無限次發言，但重組架構建議在七月
一日前能否通過，需要靠各方努力。工聯會榮譽
會長鄭耀棠則批評，反對派阻礙下屆政府運作令
社會感到擔心，又透露已推薦三人加入政府。

曾鈺成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相信架
構重組決議案提交至立法會大會時，不會出現拉
布情況，因為議員無憲制權力進行拉布，審議決
議案亦不存在無限次發言，強調能否在七月一日
前通過要靠各方努力。至於立法會多個委員會都
會就架構重組建議開會，曾鈺成希望現屆及新一
屆政府準備好資料，以便回應議員提問，相信議
員會善用提問機會和時間，認為只要按照議事程
序和習慣，議員可以在合理及規定的時間內弄清
問題並作出決定。

政府稍後將向財委會提交架構重組的撥款申

請，當被問及會否擔心財委會主席、民主黨副主
席劉慧卿的裁決不公時，曾鈺成表示，反對派議
員亦受到公眾監督，相信對方會公平公正，在適
當時候劃線，不會容許無限次重複提問。他強調
，若有人不合理拖延會議時間，公眾亦不會接受。

鄭耀棠斥拉布誤港
另外，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在另一公開場

合表示，該會已向政府推薦人才加入管治團隊，
但會內不少人抱 「做事不做官」心態，因此反應
不算熱烈，加上工會人才有限，故工聯會只推薦
了兩至三名人選。他未有透露人選的詳情，只稱
他們希望擔任副局長、政治助理或與基層勞工有
關的諮詢委員會成員。

鄭耀棠又批評反對派的拉布行為影響政府運
作，阻礙其他法例的通過，是港人不願見到，亦
阻礙新一屆政府組班，且令社會擔心。鄭耀棠認
為，新政府的理念與現屆政府不同，故此需要改
革，而行政府長官任期只有五年，若單是籌組政
府已用上一年時間，是不理想的情況， 「為何不
加速制度建立，令政府可在七月一日即時運作呢
？反而要人為阻礙運作？」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多個
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新一屆政府設
立科技及通訊局、工商及產業局的建議。人民
力量黃毓民例牌 「唱反調」，稱科技及通訊局
和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作相似，增設科技
及通訊局是架床疊屋。他又揚言，立法會財委
會審議政府架構重組時會再拉布，又聲稱已經
準備五百項動議， 「我打拉布上了身，我已研
究議事規則，（財委會主席）劉慧卿都阻不到
我！」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
會議，討論設立科技及通訊局。資訊科技界議
員譚偉豪關注，新架構下創意產業將交由文化
局負責，未能結合創新科技和傳統工業。他又
質疑，現時創新督導委員會一年只開一次會並
不足夠。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表示，創新
督導委員會日後或交由副司長帶領。至於增設
科技局是要找內行人領導日新月異的科技行業
，而香港在這一方面已落後其他地區，所以要

快馬加鞭。

議員促實事求是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及工商事務委員會昨

早亦舉行聯席會議，討論設立工商及產業局的
建議。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表示，過去工商金
融予人獨大的感覺，令產業發展失去平衡，工
商及產業局正正可開拓不同產業以補不足。羅
范椒芬表示，新一屆政府日後將成立經濟策略
發展委員會，就政策先後定優次，但產業發展
需要較長時間發展，難以即時見到成效。她希
望副司長可以提供協助，尤其是與內地方面的
合作。 「很多跨局的問題要有人拍板，如果有
副司長作決定，事情會暢順一點。」

民建聯的陳鑑林則促請反對架構重組的議
員提出積極的意見，而不是一味反對， 「這是
於事無補的，拉布只會阻礙時間，大家在過去
一段時間都很痛苦，拉到人都殘，市民受損害
，希望大家實事求是。」

會專注做好游說議員工作
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昨日分別舉行數個

會議，討論政府重組架構建議。梁振英昨日早
上出席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交流會後，被問
到若立法會未能趕及在七月一日前通過政府重
組方案，是否有應變方案？梁振英表示，目前
會專注做好游說工作，候任特首辦會盡最大努
力配合立法會的工作，包括出席在○七年政府
重組時，當時政府未有參加過的立法會事務委
員會會議，以及當時沒有經過的程序，讓議員
了解重組需要，但最終結果由立法會決定。

梁振英指出，若立法會未能通過重組，將
影響新政府施政，亦影響他落實競選承諾及為

市民提供更好服務。他重申，在重組架構建議
中提出成立新政策局、增設副司長、調整數個
政策局職能等建議，在社會上已醞釀相當時間
，在競選期間亦有其他候選人提出過類似的建
議，落實重組架構建議是他作為候任行政長官
的責任。

冀不失時機處理房屋問題
政府架構重組建議中，將房屋、地政、規

劃工作撥歸一個政策局，梁振英以房屋政策為
例，強調重組架構是要不失時機地處理社會、
經濟及房屋發展問題。他指，過去香港社會發
展和經濟發展，包括房屋發展，已經相當緩慢
，五年前政府重組時，將房屋及運輸放在同一

個局，但當時本港房屋問題不像今天這麼嚴重
，劏房、板間房等問題亦很少，而現時輪候公
屋的申請個案已達接近歷史新高的十七萬。架
構重組將可更好地理順土地規劃及房屋發展的
關係，不失時機處理房屋問題。

此外，梁振英與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員舉
行閉門會面前表示，一直重視本港專業服務發
展，認為政府架構重組有利制訂適切的產業政
策，支持專業服務人士在本港及內地拓展業務
。梁振英說，在競選時承諾，將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重組成工商及產業局，以推出各項產業
政策，支援業界人才，希望新一屆政府架構重
組可在六月獲立法會通過。而與會人士亦紛紛
表達，希望政府盡快完成架構重組的訴求。

重組若不通過
施政將受影響

梁
振
英
：

距離政府換屆只剩下一個多月時間，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再次呼籲市民和立法會
支持重組架構的建議，以便不失時機，讓他處理好本港經濟、社會及房屋發展緩慢的問題
，更好地履行競選承諾。他目前會專注做好游說工作，盡最大努力配合立法會。不過，有
反對派議員已揚言，打算在財委會提出逾五百項修訂，企圖再玩 「拉布」 。

本報記者 馮慧婷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候任特
首辦主管羅范椒芬昨日馬不停蹄出席立法
會多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向議員解釋重
組架構內容。就較多人關注的兩個新增副
司長職能，她在傳給本報的來稿（詳見
A16版）中作了詳盡解釋。增設兩個副司
長的職位是為了加強行政領導，改善行政
立法的關係，提高施政成效，強化部門間
的統籌協調，推進長遠規劃，更好地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

寄語議員勿抱陰謀論
羅范椒芬在文中指出，兩位副司長都

有明確的任務，同時直接監督兩或三個與
職責有密切關連的政策局的日常工作，並
向司長負責，由司長按需要安排任務。副
司長的工作表現取決於是否能夠及時、適
當和圓滿地完成任務。增設副司長並不影
響各局長與兩位司長的接觸和溝通，也不
會削弱司長總覽全局的角色。

羅范椒芬在其中一個會議上又要求議
員不要未審先判，大家日後可以再對新政
府問責，並希望與議員私下再溝通，或以
書面回覆各位提問以減省時間。

在討論架構重組建議的法案小組委員
會上，多名反對派議員都質疑為何要新設
兩名副司長，甚至懷疑副司長是否會架空
司長。羅范椒芬表示，議員不應有陰謀論
，因為過往有很多意見指政策出發點好，
但因統籌、配套不足，令發展六大優勢產
業等政策未能具體落實。

羅范椒芳補充，候任特首梁振英在競
選時收到很多意見，認為香港與內地合作
的深度和闊度不足，因此建議設副司長帶
領香港企業找商機，議員不應戴有色眼鏡
。她又表示，過往官員有太多突發性工作
，故較少專注人口、扶貧等長遠規劃。

反對派議員亦借部分報章的報道，質
疑中聯辦有否介入新一屆政府問責官員的
人選。羅范椒芬解釋，候任特首在人選上
是完全主導，架構重組亦是梁振英基於競

選時市民的意見作回應，但特首提名
官員後要由中央任命，雙方當然要作

溝通， 「我的確看到很多不真實報道，議員基於不真實報道
作很多無謂揣測，是沒有必要的。」

民建聯的劉江華表示，最重要是先讓官員實踐， 「他都
未上場，你就左打他一巴，右踢他一腳，是否叫他不要上場
呢？」經濟動力的梁劉柔芬則呼籲議員不用捕風捉影，認為
中聯辦不可能在背後操控新班子。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未來的三司十四局
有助新一屆政府更好落實未來施政方向，包括加強司局級官
員的統籌協調；設立科技、文化相關問責局，可更專注個別
專業範疇；兩位副司長可專注處理人口、扶貧及產業結構等
市民急切的長遠規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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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揚言再拉布提500動議

曾鈺成指通過需各方努力

▲若立法會未能通過重組，梁振英坦言對其落實施政及競
選承諾會有影響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曾鈺成表示，架構重組建議能否在七月一
日前通過要靠各方努力

▲黃毓民直言自己 「打拉布上了身」 ，事先張揚會在財委
會會議拉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