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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祖國優勢獨特 底子厚賦投資者信心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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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地位穩固
香港金融業今昔對比

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在中國
崛起的序曲下，香港由貿易自由

1997年7月約8.7萬億港元
2022年4月約 27萬億港元(+2.1倍)
不良貸款比率
銀行存款

銀行貸款

外匯儲備

港，到擔當起內地與海外橋樑的獨
特角色，並躋身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股市(市值)

之位，與紐約倫敦齊名。金管局總
時表示，香港憑藉背靠祖國、面向

債市(年度總發行額)

國際的獨特優勢，加上穩健的監管
及雄厚的儲備水平，給予投資者無

外匯(日均成交金額)

比信心，香港金融體系在過去多年
來持續穩步發展，成為首屈一指的

外匯佔全球交易份額

國際金融中心，看好未來香港橋樑
角色優勢更勝從前。

資產及財富管理(AUM)

安渡多次全球金融
「巨浪」
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期內經歷過不少
撲來的全球金融「巨浪」，惟國際金融中
心之名至今仍屹立不倒。余偉文認為，國
際社會長久以來對本港金融體系信心來自
幾方面，包括香港「底子厚」、行之有效
的聯匯制度，以及近年隨着內地逐步開放
資本賬的「東風」，如股票通、債券通等
全部表現都非常暢旺，為本港金融機構帶
來很大機遇等。
香港作為資金自由進出城市，余偉文憶
述，即使在 2019 年修例風波時，港匯仍長
期處於強方兌換保證水平，「如果當時有
資金外流、信心失去，港匯應該會轉弱，
為何國際社會對香港有信心？就是因為香
港底子厚！」香港外匯儲備由 1997 年約
800 多億美元，增至截至今年 5 月錄得超過
4,600 億美元，期內升幅達 4.7 倍，他認為
數字相對於本港經濟體、相對於本港貨幣
基礎貨幣，是一個非常大數字，是用
以支撐住本港金融穩定的後
台，這個

緩衝給予為國際投資者很大信心。

外儲爆錶 銀行體系抗震力強
余偉文又指，本港銀行體系在這麼多年
來，都保持一個非常高的緩衝水平，其中資
本充足率平均超過 20%，流動性覆蓋率超過
150%，不良貸款率只有不足 1%，三項數據
都優於紐約、倫敦等金融中心，他認為本港
「咁厚的底子會令國際投資者覺得，就算香
港經歷了過去兩三年咁多不同挑戰，其實他
們對本港金融發展都有信心的。」
同時，余偉文亦不忘提及國家多年來的相
助，才令香港的金融市場發展蓬勃。他指香
港除了金融穩定之外，為何股票市場仍如此
暢旺，又可以發行如此多債券，綠色金融又
做得很好？其實很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香港擁
有一個優勢，尤其在近幾年是特別凸顯的，
就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優勢，亦是香
港最特別優勢，「香港是國家一部分，但是
本港金融體系又緊扣在國際金融體系之內，
所以近年內地要開放資本賬，最穩當的方法就
是經香港做，所以股票通、債券通等全部都非
常暢旺，為本港金融機構帶來很大機遇。」

受惠國家開放金融發展機遇
余偉文強調，內地繼續開放而又利用香港平
台去做試驗點，將為本港帶來很多機遇，包括
綠色金融，去年綠色債券以及融資按年有所增
長，其中有80%借貸人都是內地機構，因為內
地綠色金融的融資需求大，所以香港作為一個
獨特的地方，「我覺得係可以完全擁抱呢一個
優勢，所以見到過去兩年，無論股市、債
市發展都非常好」。

由前線到主帥 三大難忘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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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歸後，到現時在金融業的發展、互聯互
通舉措，以至金融科技發展的數據，他認為
這些數據可有效反映香港在回歸祖國後，在
金融市場發展的深度及蓬勃程度。他指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最重要視乎銀行、股
票、債市三方面，故在他手中的「成績單」
有三項指標尤其重要，包括銀行體系資產、
港股市值、債券發行量，以反映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重要性。

講好香港故事 充滿活力機遇處處

「我哋一定要出去講好香港的故
事」，有別海外其他地方，疫情下香港
實施嚴格控關措施，余偉文受訪時提
及，他早前去了巴塞爾開國際技術銀行
會議，可謂是他兩年半以來首度「外
出」，故他順道在蘇黎世、倫敦做了幾
場投資者會議，亦會見了很多投資者，因
在外地經濟已差不多復常，他們來不到香
港，又不知香港發生了何事，故他趁機向
投資者解釋「香港仍然充滿活力，仍然是
機遇處處，仍然好多機會」。

解說國安法 釋投資者疑慮
余偉文在訪問中多次提及「一定要出
去講好香港的故事」，意即直接向國際
投資者去講香港的故事，包括 2019 年黑
暴時期，「很多投資者其實好擔心，香

2000年以來長期平均值 1.8%

2022年3月低於1%

1997年7月港元存款約1.6萬億港元
2022年4月約7.5萬億港元(+3.7倍)
1997年7月約1.7萬億港元
2022年4月約6.4萬億港元(+2.8倍)
1997年7月約800多億美元
2022年5月超過4,600億美元(+4.7倍)
註：
# 摘 自 1998 年 和
2019 年 的 國 際
結算銀行外匯與
1997年全年少於200億美元
衍生工具市場成
2021年全年約4,000億美元(+超過19倍) 交額調查。調查
每 3 年進行一
#
1998年約790億美元
次，結果於同年
#
2019年約6,320億美元 (+7倍)
第3/4季公布。
* 此數據於1999年
#
1998年４% (全球排名：７)
開始統計發表。
#
2019年 7.6% (全球排名：４)
^ 2021 年數字將於
今年第3季公布。
1999年底約3.5萬億港元*
製表：馬翠媚
2020年底約35萬億港元^(+9倍)
1997年7月約4.6萬億港元
2022年5月約38萬億港元(+7倍)

裁余偉文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余偉文在接受訪問前先交出一張「成績
單」，上面仔細地記錄着香港由 1997

今

昔
銀行體系資產

港連社會安定都無，連國際金融機構駐港
的員工無論返工放工都要擔心，不少人或
因此質疑香港如何再去維持一個好的市
場，我們就要去解釋現時情況如何。」
余偉文又指，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
的 10 多個月，金管局做了百幾場不同解
說，直接面向國際投資者或者其客戶，
解釋為何要設立香港國安法，他坦言香
港在實施國安法後，對投資者影響亦非
市場人士想像般大，「就算要好的市
場 、 好 的 機 遇 ， 都 要 outreach （ 外
展），講香港的故事，講內地的故
事」，而這些解說對於來香港做生意、
做投資的客人尤為重要。

聯匯無意改 居安須常思危
對於明年迎來聯匯 40 周年，亦是金

金管局1993年成立以來，三任總裁均
遵守內部提拔傳統。余偉文上世紀九十
年代加入外匯基金管理局，1993年加入
剛成立的金管局，時至今日他已晉身金
管局總裁之位，負責掌管逾4萬億元的
外匯基金資產。可謂與金管局一起成長
的余偉文坦言，一生中經歷過的最大挑
戰，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
全球金融海嘯、2019年修例風波，而隨
着他在金管局升遷，他的角色由旁觀者、
前線到主帥，當中最深刻的是他在2019
年上任時發生「香港近代歷史之中最黑
暗一段時間」。

當助理一星期參與打大鱷

余偉文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大以一
級榮譽畢業，是社會大眾眼中的「天
之驕子」，加入政府後輾轉來到金管
局工作，中途曾因為去美國哈佛大學

管局的 30 周年，余偉文重申無意改變
聯匯制度，他認為「這 40 年來，聯匯
什麼風險都經過，無論是剛成立時，
去到 1997 年「過渡」擔憂，1997 年亞
洲金融風暴，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
然後過去 2 至 3 年對香港如此大挑戰，
都可以（稱得上）定心丸、定海神針
作用」。
問到聯匯大前提是以美元作為貨幣
錨，面對中美近年角力，有否作出情景
預案？余偉文指，金管局作為央行機
構，對於不同情景都一定有應對計劃，
但當中不同應對計劃都有敏感性，所以
很難去詳細討論，「居安思危是在我們
（金管局）的DNA裏，我們成日坐在這
裏就是要想有何不同的震盪會來，有何
不同情景會發生，而做不同預案。」

讀書而出走金管局，豈料海外歸來
後，居然撞正亞洲金融風暴，當時港
元受投機者大舉狙擊下，政府最終決
定入市，發起「金融保衛戰」成功擊
退國際炒家巨鱷。
當時余偉文是時任金管局總裁任志
剛的助理，「我剛剛在美國讀完書返
港，坐低做佢助理一個禮拜，佢突然
入我房，就話『我們要入市、要買股
票』，我直情是嚇咗一跳，就話『你
做乜嘢話？』」他直言當時初出茅
廬，有少少似旁觀者角色，但見證參
與了整個打大鱷、設立盈富基金上市
過程，經歷相當深刻。

金融海嘯處理銀行擠提
及後時間來到 2008 年全球金融海
嘯，當時余偉文已升任金管局副總裁，
並專責貨幣管理，「當時風暴最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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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然在美國本土最大的金融市場，從
而散出全球，其速度及力度都幾令人頗
為驚慌，縱使亞洲及香港不是爆發地，
但其散發出的力度，都令本港受到很
大震盪」，他形容當時危機出現時帶
來衝擊又大又快，當時個別銀行出現擠
提，因此香港推出了很多措施，包括存
款保障計劃等，而他的角色需要思考如
何才不會令聯匯受衝擊，及如何去保持
香港人信心。
不過，余偉文指2008年全球金融海
嘯，自己雖然在前線，但仍然不是主
帥，因此他在金管局中最深刻的仍是他
上任金管局總裁當日，他憶起這段往事
時，雙手緊握着，甚至準確說出他作為
總裁的首個上任日是 2019 年 10 月 1
日，神色凝重地說出當日是「香港近代
歷史之中最黑暗一段時間」。

修例風波與造謠者角力
余偉文回憶在一上任金管局總裁的首
個周末，在修例風波下，當時香港社會
情況非常不穩，其時面對投資者信心動
搖，加上很多有心人士刻意在社交平台
散播謠言，他為了令市民不要被錯誤資
訊誤導及矇騙，金管局需要做到即時反
應，要與有心造謠者角力，做到「鬥
快、鬥入到屋、鬥推得遠」。余偉文
坦言，今時今日他坐在主帥位置，肩負
的責任更重，自然壓力大了很多，不過
「在這些最難啃的時間，發覺有個
團隊去支持他，並不是孤
單一人面對。」

把握互聯互通機遇 展港金融優勢
基本法下賦予「一國兩制」、「五十年不
變」承諾，展望香港未來25年，金管局總裁
余偉文指未來金管局會繼續履行職責，與業界
保持緊密合作，把握與內地互聯互通、金融科
技、綠色金融的三大新機遇，不斷提升競爭
力，好好地發揮香港的金融優勢。

股票通債券通成交勁增
余偉文指多年來香港的資本市場發展蓬
勃，其中一個不容忽略的亮點是，股票通與
債券通的交易量增長強勁，反映香港作為連
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門戶地位穩固。
股票通去年日均交易金額均趨升，期內滬
港通「北向通」日均交易金額達 552 億元人
民幣，較 2014 年開通時升 9 倍；同期深港通
「北向通」日均交易金額約 650 億元人民幣，

比2016年開通時更大增40倍。
債券通的表現同樣出色，余偉文指由於人
民幣債券收益率普遍較高，加上分散投資的
需要，吸引國際投資者不斷增加人民幣債券
配置，去年債券通「北向通」日均成交量約
260 億元人民幣，比起 2017 年開通時約 22
億元人民幣升 11 倍，而「南向通」近期業
務量穩步上升。
而為配合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步伐，本港
一直在尋求通過引入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產
品，以打造成更活躍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
心，而最新財政預算案亦提及港交所、證監
會和金管局已完成可行性研究，並提出建議
在互聯互通南向「港股通」引入人民幣計
價。余偉文證實，金管局正與內地監管機構
積極研究之中，惟未有透露推出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