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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出席論壇的嘉賓除了唐
英年外，還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副局長陳浩濂、中聯辦經濟部
副部長劉亞軍、前海國際聯絡服
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麗芳、全
國政協委員劉炳章、江蘇政協委
員張玥、中國銀行香港資深經濟
研究員戴道華、中國銀行香港資
深經濟研究員王春新、東驥基金
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GFI（
HK）Brokers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陸
景生、香港城市大學MBA課程協
理主任陳鳳翔、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副總經理江正銀、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助理總經理張錦
川，以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宋文禧。

論壇的演講嘉賓主要探討香
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角色。唐
英年表示，隨着今年港珠澳大橋
及廣深港高鐵即將開通運行，粵
港澳三地聯繫將會更加密切。香
港可以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契機
，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例如以先行先試的原則，擴大粵
港兩地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與聯
通，促進離岸、在岸人民幣資金
互通，推進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
，例如推動跨境人民幣雙向融資
及跨境人民幣結算等。

唐英年表示，自2003年開展人
民幣業務以後，隨着自由行的推
出，香港零售層面使用人民幣已
經十分成熟，現時不少商店都樂
意收取人民幣作交易貨幣，甚或
接受內地的電子支付方式。然而
，在資本市場方面，則仍有進一
步發展的空間。

為了進一步推動香港的資本
市場使用人民幣，唐英年認為，
香港股票市場可以更好地引進及

鼓勵使用人民幣計價、交易及結
算，此舉亦有助人民幣進一步國
際化，跟內地政策目標一致，及
令香港銀行能更有效率地配對他
們的人民幣資產和負債。

陳浩濂：捕捉兩大機遇
同場的陳浩濂表示，香港擁

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
，截至四月底本港人民幣存款連
存款證達6485億元人民幣，香港亦
處理全球76%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
額。他認為，香港可捕捉 「一帶
一路」及大灣區兩大發展機遇，
透過其離岸人民幣平台提供融資
、證券買賣及財富管理等服務。

陳浩濂又指出，未來香港會
積極推動綠色債券及人民幣投資
業務，並繼續發展離岸人民幣業
務，繼續完善互聯互通機制，並
與內地相關部門研究將不同產品
納入互聯互通內，包括ETF通及南
向債券通等。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
新城財經台合辦的 「香港離岸人
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
傑出大獎2018」 昨日於灣仔會展
中心舉行，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
於論壇上表示，國家致力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及
世界級城市群。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是珠三角的要塞，正好
扮演 「中國曼哈頓」 的角色，從
而帶動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唐英年倡資本市場用人幣結算

中銀：開放資本帳利人幣國際化

《香港離岸人民
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
民幣業務傑出大獎》
由2011年開始舉辦，

至今已連續舉辦七屆。獎項評審顧
問團主席／城市大學MBA課程協理
主任陳鳳翔表示，記得舉辦第一屆
的時候，正是 「十二五」規劃之後
的一年，是香港最早推動人民幣獎
項的先驅，指看不到有其他人能持

續七年舉辦。
陳鳳翔笑言，俗語說 「七年之

癢」，頒獎禮踏入第七年，亦要作
出轉變。 「如去年開設一帶一路獎
項，而今年則新設大灣區獎項，希
望未來亦有新方向。」他稱，隨着
人民幣國際化，希望明年獎項更
為豐富。而除人民幣外，他建議，
若表現好的話，可考慮增設外幣獎
項。

頒獎禮歷七年之癢求變

【大公報訊】新城董事總經理
宋文禧致辭時表示，由2004年香港
開辦人民幣業務離岸市場，到2014
年滬港通開通，至今人民幣業務在
港發展已有十多年。不論是個人、
貿易往來及目前所聚焦的大灣區，
香港確定並成為一個主要人民幣離
岸中心，現時全世界有大約七成人
民幣支付交易經香港處理。

宋文禧稱，國家給予香港發展
成為人民幣樞紐的機會，香港更應
該善用該角色，將聚集、循環及輻
射人民幣的功能，好好促進人民幣
國際化。現時香港在發展人民幣金

融及投資產品應用，具有得天獨厚
的優勢，例子包括去年開通的債券
通，此舉令人民幣境內市場對外開
放走出重要一步。此外，人民銀行
亦實行新的規定，鼓勵企業在跨境
交易中多用人民幣，並且支持外國
投資者以人民幣對華直接投資。

另外， 「一帶一路」倡議亦為
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戰略機遇，由於
「一帶一路」資金需求龐大，但沿

線國家好多金融服務不足，中小企
融資仍然困難，而中國作為全球重
要的資本輸出國，為人民幣國際化
加快提供現實基礎。

宋文禧：港拓人幣業務具優勢

【大公報訊】中銀香港（02388
）資深經濟研究員王春新表示，目
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已排在
全球灣區的第二位，預計在2025年
超過東京灣區，20年後大灣區的經
濟總量更可趕上東盟十國。他指出
，2017年中國 「一帶一路」貿易總
額為一萬億美元，估計2030年可增
加至三萬億美元以上，同時在中國
的外貿佔比將由2017年的27%增加到
40%以上，表現在貿易和投資上的實
體經濟服務也會更加扎實。

全國政協委員劉炳章預期，大
灣區發展將進一步推動國家改革開
放，並對人民幣國際化起催化作用

，屆時大灣區的自由度及開放度將
是 「大到我哋唔信」。他又認為未
來專業服務與內地交流將更加暢通
，而香港法律及會計人才可為 「一
帶一路」及大灣區帶來服務。他又指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對深圳及香
港而言均十分重要，指兩者合作是
可受惠於「一國之利，兩制之便」。

江蘇政協委員張玥相信，大灣
區的設立將是一個令香港再次騰飛
的機會。他表示，香港在大灣區中
傑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會更加
穩固，同時大灣區包含的城市也是
香港和澳門實體經濟發展和國際科
技創新發展的一個動力中心。

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18
得獎名單

傑出零售銀行業務

信用卡業務大獎

財富管理大獎（中國香港）

跨境流動支付服務大獎

跨境個人金融大獎

傑出企業／商業銀行業務

多元化業務大獎（中國香港）

企業跨境聯動大獎（中國香港）

資產託管服務大獎（中國香港）

跨境全方位業務大獎

跨境商業銀行大獎（中國香港）

傑出綜合銀行業務

客戶服務大獎（中國香港）

傑出私人銀行

財富管理大獎（中國香港）

傑出保險業務

年金保險大獎（中國香港）

客戶服務大獎（中國香港）

傑出基金業務

資產管理業務大獎（中國香港）

傑出財資業務

點心債（高評級）大獎（中國香港）

傑出經紀商

客戶營銷大獎（中國香港）

創業類別

大灣區金融服務大獎

中銀信用卡（國際）

交通銀行

中銀信用卡（國際）

工銀亞洲

滙豐銀行

交通銀行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香港分行

中銀香港

恒生銀行

恒生銀行

中銀國際

中銀人壽

中銀人壽

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

交通銀行

中銀國際

中銀香港

論壇嘉賓言論重點
嘉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

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員王春新

全國政協委員劉炳章

江蘇政協委員張玥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

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員戴道華

GFI（HK）Brokers Limited
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陸景生

言論
香港可捕捉 「一帶一路」 及大灣
區兩大發展機遇，透過其離岸人
民幣平台提供融資、證券買賣及
財富管理等服務

大灣區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一個
非常重要的平台，同時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帶一路」 金融中
心

香港應推出更多人民幣計價服務
，如債券、大宗商品期貨合約等

大灣區的設立給予香港再次騰飛
的機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將更穩固，大灣區包含的城市
也是香港和澳門實體經濟發展和
國際科技創新發展的一個動力中
心

ICO背後的區塊鏈技術發展成熟，
值得深入探討如何應用該技術推
動人民幣國際化

若中國加大開放資本市場，料人
民幣國際化可飛躍發展

目前人民幣在國際間作為儲備用
途比例仍低，要發展成國際貨幣
需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場結構

劉炳章：大灣區開放料超預期
【大公報訊】雖然多國出手嚴

控首次代幣發行（ICO），惟東驥
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認為，
現時確有部分ICO項目有欺詐成分
，但ICO背後的區塊鏈技術發展成
熟，值得深入探討如何應用該技術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他又指出，隨
着A股今月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
指數，亦會令人民幣需求增加。若
中國日後開放其債券市場，更有利
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同場的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
員戴道華稱，現時在人民幣使用方
面，經常帳相對資本帳限制相對少

，但經常帳方面的使用比例低於資
本帳，當中經常帳中即用於商品貿
易，大約兩成是以人民幣支付，但
資本帳中比例則佔五成，因此若中
國加大開放資本市場，料人民幣國
際化可飛躍發展。

另 外 ， GFI （HK） Brokers
Limited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陸景生表
示，要成為國際化貨幣需有三種功
用，包括交易、投資以及儲備。目
前，人民幣在國際間作為儲備用途
比例仍低，他指要發展成國際貨幣
需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場結構，包括
提供衍生產品。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王嘉傑
實習記者 安澤慧（文）

麥潤田（圖）

▲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員戴道華（中）指，若中國加大開放資本市
場，料人民幣國際化可飛躍發展；旁為GFI（HK）Brokers北亞地區
行政總裁陸景生（左二）及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右二）

▲圖左起為全
國政協委員劉
炳章、江蘇政
協委員張玥、
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副總
經理江正銀、
中銀香港資深
經濟研究員王
春新、前海國
際聯絡服務副
總經理黃麗芳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新城財經台合辦的 「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傑出大
獎2018」 ，昨日於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圖為一眾與會嘉賓與得獎代表 ◀全國政協

常委唐英年
表示，香港
正好扮演 「
中國曼哈頓
」 的角色，
帶動整個大
灣區的發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
濂表示，未來香港會積極推動綠
色債券及人民幣投資業務，並繼
續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