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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港交所很
高興成為 「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 的夥
伴機構之一，對外推廣香港資訊與機遇，並
參與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訪問沙特阿拉伯王
國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高級代表團。

歐冠昇：中東投資者全球增長最快
他認為沙特阿拉伯王國以及毗鄰的中東

地區是全球最具活力及令人振奮的經濟及創
新中心之一，而且擁有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
投資者群體。港交所與沙特證交所展開合
作，相信日後能為國際投資者及企業提供大
量機遇，包括透過港交所獨特的互聯互通機
制連通大中華市場。

沙特證交所集團行政總裁Khalid Al
Hussan表示，期望將沙特的資本市場發展
成連接東西方的投資樞紐。由於亞洲地區的
投資者及發行人對沙特市場的興趣不斷增
加，這次簽訂的備忘錄，有助在未來拓展沙
特與香港市場互掛上市及其他合作的安排。

據了解，兩地交易所潛在合作範疇除了
ESG、碳排放權、ETF互掛、人員交流等，
簽訂的其他協議包括和記港口信託
（Hutchison Ports）及沙特阿拉伯能源園
區SPARK的MOU；商湯科技（00020）與
當地金融區沙特阿卜杜拉國王金融區
（King Abdullah Financial District）的合
作意向書（LOI），以及香港總商會與利雅
得商會Riyadh Chamber of Commerce簽
定的MOU等。

本港證券界及機構投資者皆認為，這次
的合作有助促進香港的經濟及金融市場發

展，特別是綠色金融的發展有望加快。

專家：共拓綠色金融創雙贏
永裕證券董事總經理謝明光表示，沙特

在2021年啟動了 「綠色沙特倡議」 及 「綠
色中東倡議」 ，旨在加強沙特的自然環境保
護工作。在未來數十年內種植一百億棵數
目，恢復4000萬公頃退化土地，加強對動
植物、海洋生物的保護，而且又會積極落實
節能減排。目標是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專
案提供超過50%的電力供應，大量降低碳
排放量。實現這些目標，沙特對碳排放權及
ESG相關產品有很大需求，香港與沙特合作
能互相吸取更多的發展經驗，最終達至雙贏
的局面，特別是對綠色金融的發展最有利。

晉裕環球資產管理投資組合經理兼高級
投資分析師黃子燊表示，香港近年加速發展
綠色金融，充分發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
勢，為國家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及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戰略目標作出貢獻。

近年本港一直聯同金融監管機構和業
界，以多管齊下的策略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如近年不少人民幣綠色債券甚深受投資
者歡迎。這次與沙特合作，能進一步吸收對
方在綠色金融領域上的發展經驗，對香港更
為有利。

此外，ETF互掛上市等措施也有助提升
兩地ETF產品的交投量，本港有不少熱門
ETF如盈富基金（02800）、華夏滬深三百
（03188）及南方A50（02822）等對海外
投資者有很大吸引力，因為能透過這些ETF
產品投資本港及內地市場。

港交所與沙特證券交易所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探討在多個領域展開合作，以推動雙方
金融市場互惠互利。雙方將在金融科技、ESG、互掛上
市以及其他領域探索合作機遇。行政長官李家超於論壇致
辭時表示，香港與沙特阿拉伯的合作正進入新階段，兩地
政府正討論多項合作協議，涵蓋促進投資和保護、法律、
文化交流與合作。目前兩地政府已同意就雙邊投資促進和
保護協定展開正式談判，促進雙邊投資流動，亦開始就促
進直接投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進行談判。

港交所沙特證交所研ETF互掛買賣
兩所擬在金融科技ESG等探索合作機遇

大公報記者 許 臨

責任編輯：龍森娣

沙特證交所周日有市 全球少見
沙特證券交易所是全球

少數在星期日仍進行交易的
市場，在周五及周六休市，主要是因為遵循
宗教教條規定的休息日。該交易所成立於
2007年，而證券交易可追溯至1954年。

沙特阿拉伯證券交易所（Tadāwul）在
2007年成立，當時是一家聯合股份公司，

亦是唯一一家獲授權的證券交易所，由沙特
公共投資基金全資擁有。其最早的交易活動
開始於1954年，當時只是一個非官方市
場，一直至70年代，上市的公司仍只得14
家，至80年代才取得官方資格，為認可的
公司註冊的沙特公司。

該公司一直受到沙特阿拉伯資本市場委
員會監管，在2018年才取得部分自我監管
權。現時沙交所上市公司共有227家，而沙
特交易所官網顯示，截至2022年11月，共
有345隻股份在該交易所的所有平台上市，
市值達2.72萬億美元。

沙特證交所網站稱，在海灣合作委員會
地區市場，和中東以及北非佔有主導地位，
亦是世界交易所聯合會67名成員之一，是
第三大新興市場股市。在2017年2月，沙
特平衡市場推出，為一些較難合規在主板上
市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上市途徑。

特首中東行

數看沙特證交所
上市公司數目

市值

去年總交易金額

去年總交易宗數

交易日及時段

227家

2.72萬億美元

1.708萬億里亞爾（4554.8億美元）

8790萬宗

逢周日至周四，當地時間（GMT+03：00）早上10時至下
午3時，交易時間5小時。開市前交易時段為早上9：30至
10：00，無收市後交易

本港及沙特部分熱門ETF產品
本港熱門ETF

SPDR 金ETF（02840）
盈富基金（02800）
沛富基金（02821）
安碩A50（02823）
華夏滬深三百（03188）
南方A50（02822）
南方東英比特幣期貨ETF（03066）

全球最大的黃金ETF
香港首隻追蹤恒生指數ETF
主要投資亞洲債券
追蹤富時中國A50指數
追蹤滬深300指數
追蹤富時中國A50指數
追蹤比特幣期貨走勢

沙特熱門ETF

Al Khabeer Diversified Income
（SR：4700）

Albilad Gold（SR：9405）

Falcom Petrochemical（SR：9401）

FALCOM Financial Services
（SR：9400）

封閉式基金由沙特CMA監管

投資黃金相關資產

投資石油化工行業相關資產

投資金融行業資產

中國加快實現淨零排放

中國在2060年
前實現碳中和

中國香港力爭
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
將於2030年前達到頂峰

港交所碳市場平台 亞洲最活躍
港交所去年成

立香港國際碳市場
委員會，首批成員包括多家領先企業
及金融機構，目的是共同探索區域碳
市場的發展機遇，促成了碳市場
「Core Climate」 的成立。

「Core Climate」 於去年10月
28日正式推出，港交所期望將
Core Climate平台發展成綜合碳市
場，滿足整個價值鏈內的市場參與
者及項目擁有人的需求。港交所行
政總裁歐冠昇表示，由於應對氣候
危機是最迫切的議題，故此有需要
加強地區和國際合作，資本市場發
揮極重要的作用。作為連接全球東
西方的超級聯繫人，港交所能利用
獨特優勢，建立充滿活力和可持續
發展的自願碳市場，有助鞏固港交

所支持全球過渡至低碳經濟的承
諾。

Core Climate與香港國際碳市
場委員會十多名成員機構，以及氣
候價值鏈上各個主要持份者及合作
夥伴，共同攜手利用香港作為全球
金融中心的領導地位，合力將資本
與香港、內地以至全球各地的氣候
相關產品和機遇連接起來。

至今參與Core Climate的機構
包括中銀香港（02388）、華泰資
本、中國碳中和發展（01372）、
中信建投（國際）金融控股、中電控
股（00002）、渣打銀行（02888）
等二十多家機構。

一個月錄超過40宗交易
透過Core Climate，企業及投

資者可分階段獲取產品信息、購
買、交收或註銷碳信用產品。平台
上的碳信用產品均來自世界各地優
質、受國際認證的碳項目，包括避
碳及減碳項目，例如避免砍伐森林
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林地復育等碳
移除項目。

此外，Core Climate是目前唯
一為國際自願碳信用產品交易同時
提供港元及人民幣結算的碳市場，
這有助吸引更多不同的參與者，進
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性離岸人民
幣樞紐及優質綠色可持續金融中心
的地位。據了解，Core Climate去
年初推出期間，在短短不足一個月
便已錄得超過40宗交易，涉及約40
萬噸的碳信用，立即成為亞洲最活
躍的自願碳市場之一。

運用市場機制 有效促進減碳排
碳交易是為

促進全球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減
少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所採用的市

場機制。碳交易市場乍看之下有點
像股票交易市場，但其實它比股票
交易複雜得多。

在2015年巴黎協定通過時，為
了達成全球減碳目標、並控制世紀
末升溫不超過2℃，世界各國都開

始考慮不同的方法減低碳排放量，
而碳交易就是其中之一。簡單一點
來說，碳交易其實是試圖透過 「市
場機制」 來降低碳排放量。在這個
市場交易機制中，交易的商品就是
碳排放權。某些企業雖然被限制了
碳排放量，但這些企業有能力以較
低成本降低排放量，藉此符合條例
限制。但有些企業要降低碳的成本
很高，這時透過碳交易機制買入碳
排放權，有能力減排的企業把自己

的碳排 「餘額」 出售，能透過市場
機制獲利，而沒有能力減排的企業
又能從碳交易中降低減排成本，最
後兩者的合共的總碳排放量都符合
標準。

目前全球已有多個碳交易市
場，美國洲際交易所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碳權交易所，交易的產品除了
碳排放權，還有多種衍生性金融商
品，如配額和碳信用期貨合約、期
貨期權合約及遠期合約等。

解碼器

◀香港交易所集
團行政總裁歐冠
昇（左）與沙特
證交所集團行政
總 裁 Khalid Al
Hussan簽署合作
備忘錄。雙方將
在 金 融 科 技 、
ESG、互掛上市
以及其他領域探
索合作機遇。

▲遵循宗教教條規定的休息日，沙特證交所
在周五、六休市，周日至周四進行交易。

市場優勢

話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