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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

國安法實施無礙營商環境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港資管業務創新高
:
去年淨吸逾2萬億

數字會說話，實施香港國安法後，本港的國際
會昨公布的調查顯示，去年本港的資產及財富管

去年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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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增加 61,620 億元（港



金融中地位依然穩固，吸引外資大舉流入。證監

元，下同）或 21%，至 349,310 億元創新高。去
年本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淨流入 20,35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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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中心獨有優勢及亮麗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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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銀」放在香港，反映本港作為國際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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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主要資金來源，佔所管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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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資額按年擴大 33%。非香港投資者持續成為資
產的 64%。市場人士指出，投資者願意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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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實施已經超過一年，法例實施前後，曾有部分
人擔心法例會影響本港的營商環境及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日前美國政府更煞有介事地向在港經營的美國企業和個人
發出「商業警告」，警告美國企業在香港的運營和活動存在風
險，呼籲在港美資撤走。種種關鍵數據都顯示，對國安法實施
的相關擔心是過慮的，而證監會昨公布《2020年資產及財富管
理活動調查》數據，就進一步佐證了國安法的實施，除無礙本
港的營商環境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還有助加強香港這方
面的功能。

資管業務資產 34.9 萬億增 21%
證監會的調查顯示，去年本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維持強
勁增長，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增加21%或
61,620 億元，至 349,310 億元，創有調查以來的新高。若以業
務劃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
務管理資產按年增 20%至 240,380 億元， 該業務於 2020 年錄
得13,790億元的淨資金流入。資金的流入佔資產管理及基金顧
問業務的按年增長額的3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就
按年上升 25%至 113,160 億元， 該業務於 2020 年的淨資金流
入為 6,560 億元，佔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按年增長
額的29%；信託持有資產上升17%至44,800億元。

在港管理資產佔資管業務 58%

財庫局：港
「真金不怕洪爐火」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周一在網誌表示，多項關鍵數據顯示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有優勢及亮麗前景是「真金不怕洪爐
火」。他指出，金融市場營運以事實和數據為基礎，投資決定
及資金流向亦取決於嚴謹的市場分析，美國政府所謂的「商業
警告」，既無視事實亦屬無事生非，指控最終只會石沉大海，
絕不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絲毫損害。
金發局董事會成員韋安祖(Andrew Weir) 日前在活動上談及相
關話題就指出，香港的未來是非常具保障的，通過與中國內地的
活動變得更加強大。他說，金融機構仍然非常投入，尤其在中國
內地對外資的開放的情況。「在美國上市企業回流香港市場上
市，凸顯香港主要融資中心的角色，現實上香港是『贏家』。」

春華資本：對港前景充滿信心
春華資本董事長胡祖六昨在日經新聞的訪問中也表示，對香
港繼續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相當樂觀，現時香港更加穩定，
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香港是一個對商業發展非常友善的城
市，監管少且稅率低。他說，「香港與紐約並駕齊驅，一齊為
最好的公司募集資金，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然完好無
缺，而且將會變得更加重要。」

● 去年本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淨流入
逾 2 萬億元
萬億元，
，吸資額按年擴大
吸資額按年擴大33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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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維護港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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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港各類管理資產金額大幅增加
項目

金額
(億元)

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
經營的資產管理及基
金顧問業務管理資產

240,380

+20%（39,980億元）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
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113,160

+25%（22,580億元）

44,800

+17%（6,360億元）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的從業員總數

48,006人

+6%（2,874人）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
監會認可基金數目

810隻

+6%（47隻）

資產淨值

14,270

+17%（1,810億元）

信託持有資產

按年
升幅/金額

去年投資者資產來源地 64%
1(1
 ):
來自香港以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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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國務院
發布所謂投資環境報告，就香港國
安法大放厥詞，粗暴干預香港事
務、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香
港國安法的實施，結束「港獨」猖
獗、「黑暴」肆虐、「攬炒」橫行，
使香港特區管治秩序恢復正常，施政
環境得以改善，社會正義充分彰顯，
經濟金融繼續堅挺，香港市場和投資
環境更加穩定，香港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地位十分穩固，包括美
國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在港開展業務更
加安心，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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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按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分析；資金總額：2020
年 335,940
 H
/HH-

億元；2019年275,250億元；括號內數字為2019年佔比
資料來源：證監會《2020 年資產及
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發言人指出，一年來，香港的新
股集資額和銀行體系總存款額等重要
經濟指標均大幅增長，國際金融機構

紛紛在港增聘人手，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發表報告再次肯定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鐵一般的事實早
已說明香港國安法是維護國家安
全、香港社會安定、香港市民安寧
之法！美方關於香港國安法影響特
區營商環境的謊言早已不攻自
破！」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違法必究、有法必依是法治核心要
義，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
的特權。美方整日把維護香港法治
掛在嘴邊，卻對特區執法和司法機
關依法辦案施壓脅迫，為違法犯罪
分子說項開脫，將政治操弄凌駕於
法律之上，「美方這種『翻手為
雲，覆手為雨』的強盜邏輯實在令
人憤慨和不屑！」
發言人表示，公署奉勸美方管好
自己的事，從維護自身利益與形象
出發，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
港事務。

港府：美指控毫無理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昨日發表聲明批評，美國政府多
次試圖抹黑香港國安法，粗暴干預香
港事務，特區政府強烈反對並予以譴
責，報告對香港國安法的惡意抹黑和
指控毫無理據，並重申香港國安法的
實施維護了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
優勢，保障了社會的安全穩定，並鞏
固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利吸引更多全球各地的投資者前來
營商和投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絕不

數據打臉「走資說」 特朗普「地獄論」無稽

此外，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香港所管理的資產佔資產
管理業務所管理資產的58%，當中有54%投資於股票，至於資
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則按年上升 6%至 48,006
人。
另外，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
可基金數目按年上升 6%至 810 隻，而資產淨值則按年上升
17%至 14,270 億港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香港獲發牌
進行資產管理（第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數目由2019年
12 月 31 日的 1,808 家，上升 4%至 1,878 家。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的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
由2019年12月31日的387家，上升3%至397家。
證監會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蔡鳳儀昨表示，受惠於2020年的
強勁淨資金流入，香港的資產管理、基金顧問、私人銀行及私
人財富管理業務錄得大幅增長，來年，鞏固香港作為領先資產
及財富管理中心的競爭力，依然是證監會首要重點工作之一。

去年港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創新高

外交部駐港公署：
美謊言不攻自破

認同報告中有關香港國安法的惡意評
論。投資環境報告一方面試圖污衊香
港國安法，另一方面卻表示香港仍是
美國的熱門投資貿易地點，具備世界
級的監管架構，證明美國政府的言論
自相矛盾，違反邏輯，對香港國安法
的指控不攻自破。
他指出，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
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和義務維護其國家
安全，制定具有域外效力的國家安全
法律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美國對香港
國安法的肆意攻擊凸顯其雙重標準。

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不再」的言論大張旗鼓，某某跨
國企業「撤資」、「走資」的傳言也比比皆
是，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 8 月 13 日在霍
士電視的訪問中更口出惡言：「The Hong
Kong markets will go to hell. Nobody's going to do business.」
（香港市場將跌落地獄，沒人會去做生意）。數字不說謊，
昨日證監會公布的系列數據，再次打臉這些「走資說」。

外資續成港資管業務主要財源

據公布，去年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淨
「吸資」2.035 萬億元，按年大增三分一。非香港投資者（即
外資）持續成為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主要資金來源，佔所
管理資產的 64%，與 2019 年一樣。也即是說，2 萬多億元淨
流入資金的「生力軍」，依舊是外資為主。投資金額的增
加，也直接帶動了相關行業的就業，從業員總數上升 6%至
48,006 人。無論是資金流入，抑或專業人員配置，香港作為
領先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競爭力，過去一年並無受特朗普
「落地獄」怨咒影響，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反而得到強化。
除最新數據之外，美商會最近也完美做了一次「嘴裏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的示範，令人忍俊不禁。去年6月國安法實施前
後，有人到處唱衰香港營商環境，當時香港美商會的一項調查
指，四成受訪會員計劃離開香港。一年已過，究竟有多少美商
撤資？

美企用行動投下對港信心一票

香港美國商會日前就拜登政府向在香港經營的美國企業和個
人發出所謂「商業警告」時，會長早泰娜(Tara Joseph)回應
稱，美國企業認為香港仍是一個開展業務的好地方。更搞笑的
是該商會的聲明，指香港擁發達的基礎設施，有國際公認的商
法體系，擁有比許多亞洲同行更開放和更複雜的數字基礎設
施，其金融市場位居全球首5位，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發揮
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早泰娜更指，美商會最近在中環添置了新
物業，商會將繼續支持其成員應對挑戰和風險，並抓住區內開
展業務的機會。
美商會賴着不走了，還要留下協助會員抓住區內開展業務
的機會，變化之大，令人側目。
事實上，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迅速回復穩定，反映國家
安全才是保障香港營商環境的關鍵。現在流入香港的資金不減
反增、中概股大批回流，加速香港成為「東方納斯達克」，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如磐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