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
概况
香港作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体系规管制度一向稳健。港元兑美元联系汇率制度实施以来一直是香港货币和金
融稳定的基石。香港金融业的就业人数近 27.4 万人（占整体工作人口的 7.5%），占本地生产总值 23.4%（2020）。
2022 年 3 月英国金融智库 Z/Yen 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排名第 3。
国际政经局势复杂多变，政府及监管机构会密切监察香港市场，确保金融稳定。
稳健的规管环境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及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三个法定机构在规
管金融市场时各司其职。


金管局于 1993 年成立，负责维持货币及银行体系稳定。金管局的四项主要职能为：在联系汇率制度的架构内
维持货币稳定；促进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的稳健；协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包括维持与发展
香港的金融基建；以及管理外汇基金。



证监会于 1989 年成立，监管香港的证券及期货市场运作，主要职责包括维持和促进证券期货业的公平性、效
率、竞争力、透明度及秩序。



保监局于 2015 年成立，并自 2017 年 6 月及 2019 年 9 月开始分别规管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中介人。



金融领导委员会于 2017 年 8 月成立，由财政司司长出任主席，就发展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
行讨论，并提供策略性及前瞻性的政策指引和建议。



香港在打击洗钱和反恐融资制度的工作上获国际监管机构财务行动特别组织评为合规而有效，成为亚太区内
首个成功通过该组织审核的成员地区。



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的新核数师监管制度下，财务汇报局成为上市实体核数师的独立监察机构，负责
就相关核数师进行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

推动金融业务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于 2018 年 4 月起实施新的上市制度，提升香港作为上市平台的竞争力。



「沪港通」及「深港通」分别于 2014 年及 2016 年开通，对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具开创性意义。2021
年沪深港通南北双向的成交总量比 2020 年增加超过四成。



在香港上市未有收入或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内地科创板股票可在符合特定条件下纳入「互联互通」的选股
范围。



「债券通」北向通及南向通分别在 2017 年 7 及 2021 年 9 月开通，进一步优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之间的联系。



「跨境理财通」让包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内九市居民可跨境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内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为拓阔香港的基金分销网络，香港先后与内地、瑞士、法国、英国、卢森堡、荷兰及泰国达成基金互认安排。



金管局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提供 24 小时实时支付转账功能。「转数快」付款功能已扩展至不同的
政府缴费项目，以便利市民。



金管局至今已向八家虚拟银行发出虚拟银行牌照，并已悉数正式开业。保监局亦已授权四家虚拟保险公司。



金管局一直促进银行业研发和提供开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开放 API)。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已有超过 1,200

个来自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登记使用银行的开放 API。


「银行易」措施让银行业界能够应用创新科技，促进金融监管科技。



「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验证测试资助计划提供财政诱因，推动金融机构伙拍金融科技公司进行概念验证项
目。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拨款 1,000 万港元推出新一轮资助计划。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贸易及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并推动跨境保险及再保险等业
务。



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的发展巩固香港作为联系内地与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桥梁的角色。透过提升跨境金
融服务的效率，大湾区发展将促进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在区内流动。



财政司司长于 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把「未来基金」对「香港增长组合」的分配增加 100 亿
港元，当中 50 亿港元会用作成立聚焦大湾区投资机会的「大湾区投资基金」。

推广金融服务


香港每年举行多个与国际金融服务相关的盛事，包括亚洲金融论坛、香港金融科技周、国际金融周及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



政府将继续扩展香港的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全面性协定)网络，香港至今已签订 45 份全面性协定。



于 2013 年成立的金融发展局，是一个高层次及跨界别的咨询机构，就推动香港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征询
业界并提出建议。



2019/20 年度《财政预算案》提供 4 亿港元种子基金予财务汇报局，协助其过渡至新核数师监管制度。

首选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全球约 75%的离岸人民币支付款额经香港处理（2021 年）。



香港的人民币实时支付结算系统，于 2022 年首季录得每日结算量超过 1.7 万亿元人民币。



香港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截至 2022 年 3 月底，人民币存款总额（包括存款证）高达 8,081 亿元
人民币]。

股市


香港是全球第 7 大、亚洲第 4 大股票市场（以 2022 年 3 月底市值计，49,710 亿美元）。2021 年平均每日成交
金额约 214 亿美元，较 2020 年上升 28.8%。



首次公开招股活动蓬勃，2021 年集资额近 425 亿美元，全球排名第 4，亚洲第 2，继续是全球其中一个主要
上市平台。



首次公开招股集资及企业并购环境，位居全球第一〔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及牛津经济研究院（Baker McKenzie
and Oxford Economics）《全球交易预测 2020》〕。



自 2018 年起，74 家企业循新上市制度上市，融资金额逾 5,807 亿港元(至 2022 年 4 月)。



香港亦是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至 2022 年 4 月，共已有 92 间医疗健康及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
首次公开集资额达 2,570 亿港元。



港交所于 2021 年 10 月在港推出 MSCI 中国 A 股指数的期货合约，进一步扩大香港资本市场的产品，加强香
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两地资本市场的协作，为内地资本市场走向更国际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港交所于 2022 年 1 月推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制度，2022 年 3 月首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

资产及财富管理


香港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基金管理枢纽。截至 2020 年年底，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达 35 万亿港元（约 4
万 5 千亿美元）。



除单位信托形式外，自 2018 年起，基金可以公司型基金形式，即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结构，在香港成立。
2021/22 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资助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成立。2022 至 2024 年度于香港设立或迁册来港的
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将获资助付予本地专业服务提供商的费用。



向公众发售及以私人形式发售的基金，不论是在岸或离岸，均可在符合某些条件后，享利得税豁免。



政府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设立有限合伙基金制度，吸引私募基金来港注册和营运。



在符合若干条件下，为私募基金所分发的附带权益提供税务宽免，以吸引更多私募基金在香港注册和营运。



推动香港发展成为蓬勃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房托基金）市场，措施包括放宽房托基金的投资限制、扩阔
投资者基础、资助合资格房托基金、研究改进立法和规管架构以利便行业运作及加强市场推广。



投资推广署加强宣传家族办公室业务，并提供一站式支持服务，鼓励家族办公室来港营办或在港拓展业务。

债券


香港在安排亚洲机构发行国际债券方面，是最具规模的中心。



于 2022/23 财政年度发行新一轮合共不少于 500 亿港元的通胀挂钩债券和银色债券（以年满 60 岁或以上居
民为对象），藉以推动零售债券市场的发展。



政府债券计划的借款上限于 2021 年 7 月由 2,000 亿港元进一步提升至 3,000 亿港元，以便有足够空间发债。



提升本地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 系统）的效率和容量，以应付「债券通」与日俱增的市场需求，为内地
投资者提供风险可控的渠道参与本地及海外债券市场，并发展香港成为主要的中央证券托管平台。

保险


香港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开放的保险市场。



香港是全亚洲保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约有 160 家授权保险公司。



2021 年毛保费总额为 6,027 亿港元（773 亿美元）（临时统计数字）。



政府推展多项措施，以提高香港作为国际保险枢纽的竞争力，包括为海事及专项保险业务提供 50%的利得税
宽减、利便在香港发行保险相连证券、扩大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的可承保风险范围以及优化有关跨国保险集团
的监管框架。



政府于 2021 年 5 月推出为期两年的保险相连证券资助先导计划，吸引保险企业或机构来港发行保险相连证
券。

银行


全球 100 家顶尖银行中，共有 78 家在香港经营。



香港的银行体系保持稳健，主要银行的平均流动性覆盖率约 150%，平均资本充足率逾 20%，远高于国际监管
标准。



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银行体系总结余为 3,375 亿港元（430 亿美元）。



2021 年银行存款总额按年增长 4.6%至约 151,862 亿港元（19,470 亿美元），2022 年首季保持升幅，数字较
2021 年末增加 1.1%至 153,493 亿港元(19,680 亿美元)。

绿色和可持续金融


截至 2022 年 5 月，政府已在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下发行超过 70 亿美元等值，以环球机构投资者为对象的绿色
债券，并涵盖多种货币和不同年期。过往的发行计划已取得多项突破；包括全球首个专为发行绿色债券而设
的政府类别「全球中期票据发行计划」、全球最大的政府类别美元计价绿色债券、亚洲最长年期的政府类别美
元计价绿色债券，以及亚洲最长年期的政府类别欧元计价绿色债券。



政府于 2022 年 5 月发行首批价值 200 亿港元的绿色零售债券，进一步推动香港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发展。



政府绿色债券计划的借款上限于 2021 年 7 月倍升至 2,000 亿港元，让政府可于 2021/22 年度起的五年内，
因应市场情况，发行合共约 1,755 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



2021 年 5 月推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资助合资格的债券发行人和借款人的发债支出及外部评
审服务。截至 2022 年 4 月，已批出超过 70 宗申请。



政府会与相关持份者，携手推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于 2020 年年底公布的策略计划，以巩固
香港金融生态系统，共建更绿和更可持续未来。
（更新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