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冠昇：最好的時刻即將來臨

港交所過去22年的增長
公司表現

股價

市值

收入

昔(2000) 今(2022)

3.88
(上市價)

85.9億

23.1億

增幅＋5,142%

*2022年6月10日收市； ^2021年全年

355.2*

4,503億*

209.5億^
增幅+807%

市場數據

上市公司(家) 2,565790

交易所買賣產品
日均成交額

113億
(複合年增長+25.2%)

0.81億

上市公司總市值 378,826億48,626億

衍生產品市場
日均成交量(張合約)

1,303,137
(複合年增長+17.5%)

37,492

現貨市場
日均成交額

1,356億
(複合年增長+11.4%)

127億

今(2022)昔(2000)

註：金額為港元 資料來源：港交所、恒生指數公司

金融業
29.0%

公用事業
4.6%

地產建築業
9.2%

綜合企業、必需性消費及非必需性消費
15.5%

工業及原材料業
5.8%

資訊科技業
24.9%

能源業
3.4%

醫療保健業
5.0%

電訊業
2.7%

金融業
30.1%

公用事業
6.1%地產業

14.6%

綜合企業
41.1%

工業
7.0%

酒店
0.7%

其他
0.6%

2000年 2022年(截至5月)

證券市場行業分類比重

新經濟公司冒起
自2018年：
新經濟公司上市數目：198
新股集資金額：8,530億元
新經濟公司日均成交佔比：26.1%

世界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資中心

健康及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數目： 93

2,585億元新股集資金額：

自2018年：

2000年

參與者自營交易
3%

海外投資者（個人及機構）
30%

本地投資者（個人及機構）
67%

2022年

參與者自營交易
28%

海外投資者（個人及機構）
41%

本地投資者（個人及機構）
31%

130億元 證券市場日均成交 1,295億元

以成交額計算的參與者類別分布

◆歐冠昇指，港交所將繼續創新
及轉型，而「最好的時刻即將來
臨」。

下周一（6月27日）港交所(0388)將迎來
上市 22周年，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
示，集團將繼續創新及轉型，而「最好的
時刻即將來臨」。他昨在港交所上市22周
年慶典上表示，新技術正在顛覆金融界，
港交所也要從「自我顛覆」做起。雖然開
創了「互聯互通」機制，成為集團支柱及
強項，但要在競爭更激烈的市場中取勝，
需要豐富港交所的業務，引入更多優秀人
才。他透露，集團已投資數碼化基礎設
施，並利用大數據及雲端服務等提升平台
功能，要將以基礎設施為中心的模式，改

進為以客戶為中心。
他表示，港交所已上市22年，從一家區

域性股票交易所，發展成為國際領先的交
易所；開創性地建立了連接內地與世界的
雙向「互聯互通」機制；進行影響深遠的
根本性改革，最終成為全球首選的融資場
所。
近期地緣政局動盪、貿易混亂、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以及經濟增長不確定，為全球性
機構的運作帶來壓力。同時，新技術正在顛
覆金融界，上市公司開始在公開市場之外尋
找更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投資者正在從越來

越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中尋求回報。

競爭對手不再只有其他交易所
歐冠昇稱，在這些挑戰下，對於推進對

話、將各國團結起來至關重要。港交所不再
只與其他交易所競爭，也在與金融科技公
司、數碼資產平台和其他一些初創企業競
爭。港交所需要更了解客戶需求，才能在一
個更加全球化和競爭更激烈的市場中取勝。
今年是港交所上市22周年，據交易所數據顯

示，2000年至今年5月底，上市公司數目由790
家增至2,565家，增幅2.24倍；上市公司總市值

由4.86萬億元增至37.88萬億元，增長達6.8
倍。現貨市場日均成交額由當年的127億元，增
至目前的1,356億元，複合年增長11.4%。港交
所的市值更激增逾51倍，收入增長超過8倍。
另外，自2018年來，在港上市新經濟公司
有198間，新股集資額8,530億元，新經濟公
司日均成交佔比26.1%。健康及生物科技公司
上市數目有93間，新股集資金額2,585億元，
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資中心。交
易所旗下期貨及期權合約數目及產品亦有所增
加，涵蓋的市場擴至A股、亞太及全球新興市
場。歐冠昇直言，「最好的時刻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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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直被譽為國際金融

中心，縱然近年面對不

同挑戰，仍展現強大韌

性，持續穩步發展。港

交所今年6月27日將迎

來上市22周年，可謂與

香港特區一同成長，見證香

港回歸以來金融市場的卓越成

就。港交所主席史美倫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今年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是值得慶祝的時候，25年來「一國兩

制」充分落實，是巨大的成就。她認為，香

港金融市場只要繼續把握「背靠祖國、面向

世界」的獨特優勢，並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深化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

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等，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必然能夠繼續穩固，無懼日後各式

各樣的挑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綠色金融近年是全球聚焦的新發展領
域，史美倫表示，內地提出爭取於2030
年前達到二氧化碳峰值、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從相對減排到絕對減排，
進而達至「零減排」的目標。過程中，
將衍生出龐大商機，並需要大量資金，
這正是香港金融市場可發揮作用的機
會。但她指出，內地目前對「碳中
和」、「減排」等意識，普遍高於香
港，本港要急起直追。她又說，目前國
際性基金都對其投資訂下了有關「ESG
準則」，日後在ESG上不達標的企業，
融資會愈來愈困難，港交所將致力提升
本港企業的ESG意識，以保持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

港交所持續促企業發展ESG
ESG的概念包括「環境、社會、管

治」三方面，早在2013年，港交所已
將ESG的要求列入上市公司守則。到
了2020年，ESG更被寫入《上市條
例》，旨在推動本港企業的ESG達到
一定標準，讓大量機構投資者繼續投
資本港市場。未來港交所也會推出更
多有關ESG的工具，以滿足中小企發
展的需求。
史美倫表示，「很多大型基金對所

投資企業，在ESG上已提出了具體要
求，若某些企業未能滿足，他們的投
資比例將會降低，而一些高污染的石
化行業等，未來甚至不再獲得該些基
金的投資，而在銀行融資的成本，亦
會增加很多。」所以提高本港企業
ESG的水平，正是港交所未來其中一
個工作重點。
史美倫強調，在ESG的發展上，其

實蘊含着巨大商機。彭博預計，全球

投資於ESG的資產規模在2022年底
將達到41萬億美元，遠超2016年的
22.8萬億美元。她呼籲，香港業界應
要好好把握，例如在工業上應用可再
生能源，便是例子之一，內地在此範
疇已早着先機。「現時全球風力發電
機製造商的排名中，除排行第一的廠
商外，緊隨其後第二至六位的廠商，
全都來自中國，總產量加起來已超越
首位那家製造商，可見中國生產的風
電機獲得全球認可。」

冀打造亞洲綠色金融中心
「中國着力發展風電已經10年，

而內地在太陽能產業上，發展同樣
迅速，擁有許多具規模的太陽能板
製造商，亦為香港金融市場帶來商
機。現在要做的，是要將相關科技
便宜化、普及化，過程需要大量資
金，這正是香港金融市場發揮作用
的機會。」她為香港市場打氣，指

香港不僅應要跟隨內地

加快發展綠色金融的步伐，更要放
眼全球市場，爭取成為亞洲綠色金
融中心。
特區政府是亞洲區首個成功發行長

達20年期的歐元和30年期的美元綠色
債券的政府，今年發行的綠色零售債
券，亦是香港綠色金融市場發展的另
一重要里程碑。史美倫說，「政府已
邁出一步，港交所將配合且密切留意
其他發展機會。例如港交所已入股廣
州期貨交易所，研究合作拓展低碳市
場，以及碳排放權交易的發展，期望
香港可領先亞洲。」

盼港綠色金融跟上國家發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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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倫早年從事與商務有關的法律工作，上世
紀九十年代始轉投金融監管機構，曾任香港

證監會副主席、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香港金發局主
席，2018年起獲委任為港交所主席至今，縱橫金
融界逾30年，多年來見證了香港金融業崛起與騰
飛，及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她指出，香港
能夠成為並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主要基於三大
優勢。首先，香港擁有穩健而高效的金融基建，一
直因應業界需求和發展力臻完善，在監管方面達至
國際水平，贏得全球投資者信賴。
其二是香港市場開放、資訊透明，有助保持金融

市場的穩定可靠。「香港的遊戲規則一向公開透
明，一視同仁，若要修改或推出新的上市或交易規
例，必會事先諮詢和考慮市場意見，讓業界有充足
時間消化，令市場得以保持穩定。」

內地作後盾 方能成國際金融中心
至於香港的最大優勢，史美倫指必定是「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之利。「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
間急速發展，帶動資金需求大增，香港人口僅700
多萬，作為規模相對較小的經濟體，若沒有內地的
高速發展作後盾，香港難以成為今日舉世聞名的國
際金融中心。」她強調，香港不但應致力保持自己
原有的優勢，包括法治、公開透明的市場運作，更
要把握內地發展的龐大機遇，為自身發展創造更多
有利條件。「香港是國際投資者進入內地市場的首
選，亦是內地投資者走向海外市場的門戶，本港需
恰當地扮演聯繫國家與世界的橋樑角色，才能發揮
最大優勢。」她特別指出，國家「十四五」規劃明
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史美倫不諱言，香港正面對多方面挑戰，除了內

地和周邊地區的市場競爭，還要應付跨地域的金融
科技比拚；香港要保持優勢，必須與時並進。例如
內地與香港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容許「同股
不同權」企業來港上市，以至剛推出的特殊目的收
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史美倫一一列舉港交所近
年推出的各種改革措施。「本港唯有不斷自我改
善、追求進步，並且不斷豐富產品種類，自然可吸
引全球資金來港投資，以及更多公司來融資。」

未來須深化與內地互聯互通
「『十四五』規劃清楚確立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
中心，以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這是對香港的肯
定。本港亦要朝此方向繼續邁進，例如離岸人民幣衍
生產品興起，帶動了相關風險管理的需求，去年也引
入了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期貨，為投資者提
供對沖現貨價格風險的新工具。」史美倫表明，未來
本港會繼續深化與內地市場的互聯互通，擴大相關產
品範圍，這不但能貢獻國家所需，也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對香港自身發展亦有極大好處。
至於有部分港人曾表達，對2047年之後的環境

有所擔憂。但史美倫肯定地表示，香港過去一直
保持「一國兩制」，成效昭著，認為只要香港未
來也嚴格恪守「一國兩制」，保持社會的穩定，
她相信香港現有的體制會一直運作下去，大家完
全不用憂慮，她對香港以及金融業的未來
發展滿懷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