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財庫局局長
許正宇昨在亞
洲金融論壇期
間，與分別來
自世界國際金
融中心聯盟（左
圖）及新加坡商
界的代表團(右
圖)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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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合作與對話是緩和衝突關鍵
國際政商猛人雲集港金融論壇 聚焦討論地緣政治風險

新年伊始，不少人新年願望是祈求世界和平，但亦有不少人視地緣政治風險為今年度最大挑戰。環球財金

界盛事亞洲金融論壇在港召開，國際政要商賈雲集，不少有份參與演講及討論的嘉賓都表示，非常關注疫情

後各國的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升溫的趨勢，並提到俄烏衝突已為歐洲以外地區都帶來了長期影響，因此呼籲各國應

要加強跨國對話及合作，以集體應對由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挑戰，而多邊合作與對話是緩和衝突的關鍵。他們又認

為，亞洲主要經濟體雖面對風險，但相信可維持足夠的抗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盧森堡財政部長Yuriko Backes昨透過視
像形式參與論壇，她認為當今世界面

臨的挑戰，遠遠大過新冠疫情時期對經濟
的影響。她又指，正正因為今次疫情無國
家可「免疫」，但不同國家或地區做法都
有差異，亦因此令世界反思全球化，及經
濟體之間是否需要相互依存等問題，同時
疫情亦展現了全球化的弱點，如供應鏈等
問題。

盧森堡財長：不應抹殺全球化好處
Yuriko Backes承認，現時歐洲等地出現了
令人憂慮的問題，如更廣泛地去全球化和保護
主義趨勢，但她認為縱面對地緣政治緊張，亦
不應該抹殺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如有助人們
脫貧、減低生產、貨品等成本，讓人們生活更
美好，所以她認為全球化應該是要有秩序地、
有規矩地進行，並需考慮不同地區的活動對社
會和環境的影響，因此國際和多邊合作與對話
將是幫助緩和這場衝突的關鍵。
Yuriko Backes亦認為，俄烏衝突帶來的長
期影響，甚至已超越了歐洲範圍，因此有需
要各國集體應對，其中歐盟及成員國已為烏
克蘭提供直接的財政援助，並對俄羅斯作出
了嚴厲的制裁，她坦言歐盟對俄制裁雖然亦
傷害自身經濟，但她強調此乃歐盟與烏克蘭
「站邊」，以至維護和平和維護價值觀而必

須付出的代價。

IMF：全球經濟減速料亞太較佳
同場的IMF貨幣與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
認為，全球需防範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的同
時，亦要增強面對「逆風」的抗逆力。他提
到部分地區樓價於疫情期間大幅上升，但隨
着疫情後各國陸續收水，意味樓價調整風險
正在增加，其中包括香港在內的樓市近期已
出現早期降溫跡象，而部分市場的按揭貸款
和家庭債務亦較高，相應地當地樓市的脆弱
程度亦較高。不過，他認為亞洲主要經濟體
的金融板塊目前看起來仍然穩健，相信可維
持足夠的抗逆力。
何東又指，IMF將於本月稍後時間公布最

新全球經濟增長預測，料全球增長趨勢將與
去年10月的預測一致，今年全球經濟增速
總體料較去年放緩，但亞太區今年經濟增速
有望好過其他地區，雖然增幅可能遠低於
5.5%的歷史平均水平，主要受累主要央行同
步收緊貨幣政策對抗高通脹、俄烏衝突損害
亞洲出口，加上內地經濟疲弱等影響。

亞開行：東亞地區仍臨多項挑戰
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局長許李鳳玲表示，

目前不少國家由新冠疫情中復甦，但東亞地
區仍面臨供應衝擊、金融條件收緊等帶來挑

戰，為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下行壓力。亞開行
早前已下調今年G3國家，亦即美國、日本和
歐元區的整體經濟增長預測至0.4%，同時亦
預計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短期內面臨不確定性
及阻力，增速或僅錄4.6%。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則認為，目前環球面對

能源及地緣政治等眾多風險，其中疫情是全
球面對的共同問題，因此有需要各國共同合
作去應對。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則提到，去
年高通脹、出乎意料的地緣政治動盪，及全
球主要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料今年
世界經濟將下行。

金管局：通脹息口帶來潛在風險
阮國恒亦預期，通脹和息口前景或為全球

經濟帶來潛在風險。他解釋，亞洲在去年2
月至11月期間，錄得大量債券流出，雖然
資金近期重新流入區內，但他提醒若全球金
融狀況出現新一輪收緊，都可能對區內發展
構成重大風險，他相信銀行在這種環境下管
理風險，或傾向削減信貸流動，或會為本來
已經脆弱的經濟增加額外壓力。
另外，阮國恒在論壇中邀請與會者參與投

票，其中在問及認為今年全球增長面臨的最
大挑戰，有60%投票者認為是來自地緣政治
風險加劇，其次有29%則認為來自持續緊縮
貨幣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
港復常通關後，專門舉辦大型活動的
香港會展中心本周可謂熱鬧非常。國
際財金界盛事亞洲金融論壇昨開幕，
邀請了逾百位環球政商領袖、財金界
猛人「助陣」，在對談及討論環節熱
烈交流，分享真知灼見。這場被視為
向世界宣布香港已回到全球舞台的頭
炮活動，據悉無論是論壇的參與人數
和參與機構數目，都已超過疫情之
前，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和吸引力仍在。

港金融中心吸引力仍在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透露，今年論壇

的參與人數和參展商數目都已超過了疫
情之前，其中線上線下參與人數共逾
7,000人，線下的參與比以往更加多，
同時參展商數目相對疫情前增長了兩
成。他提到，受疫情影響，過去兩年亞
洲金融論壇均以網上形式舉行，今年非
常歡迎代表團親身來港參與，認為是次
盛事是本港放寬旅遊限制後的首場國際
論壇，希望有更多商務旅客來到這活力
之都參加國際會議。
本屆亞洲金融論壇吸引了不同國家

和地區的人士參與，據悉有70多個
國家和地區參會，其中國際代表團近
20個。許正宇認為，隨着本港下一步
不同的通關措施，可以吸引更多不同
國家的企業及旅客來港，又強調本港
將持續下功夫，在金融優勢方面不斷
強化，以及推出更多不同的措施，以
提升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

眾多「重量級」嘉賓參與
首日的活動，除有不少本港官員

「現身說法」外，亦邀來多位「重量
級」嘉賓，包括巴西中央銀行監管副
行長Otávio Damaso、歐洲證券及市
場管理局主席Verena Ross、菲律賓
財政部長Benjamin Diokno、泰國財
政部長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等，以及多間銀行的舵手如滙控主席
杜嘉祺、渣打集團主席韋浩思、農行
董事長谷澍等。
論壇第二日亦有不同議題，如圍繞

統一ESG準則、金融科技創新等。此
外，在會展舉行的國際文具及學習用
品展、嬰兒用品展及玩具展亦繼續同
期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全球經濟
未來仍然面對諸多不明朗因素，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指出，本港要繼續借助固有優勢及
創造新的優勢，爭取在亞洲經濟發展中發揮
更大作用，政府聚焦經濟增長動力的方向，
除傳統地產和金融行業之外，亦會將目光擴
大至多元化經濟結構，包括支持創新科技發
展，從而加強城市競爭力和可持續性，及創
造高質量的工作及就業機會。
陳茂波昨日在亞洲金融論壇上致辭時表
示，全球過去幾年面對疫情帶來的巨大挑
戰，地緣政治令供應鏈受阻，對全球經濟增
長受壓，各地要攜手合作，為下一代繼續建
立可持續發展社會。
他稱，內地是全球經濟增長火車頭，為全

球經濟增長帶來貢獻，當世界經濟重心往東
移時，亞洲地區的重要角色愈來愈重要。此
外，他認為土地及房屋一直是香港痛點，今
屆政府視房屋為重大任務，未來會繼續增加
土地供應，提升建屋速度及質量。

經濟料好轉 商界投資將恢復
對於今年經濟展望，陳茂波認為一定比去

年好，雖然外圍環境仍然有很大挑戰，包括
美國加息還沒有完、通脹率仍然高企，再加
上地緣政治的因素，外圍的環境不太好，其
中歐洲的經濟很差，所以外圍環境有一定的
挑戰。但隨着香港與內地和世界各地全面通
關，陳茂波相信香港的出口會有所改善，因
為跨境陸路運輸會恢復。同時，在恢復正常
通關後，內地旅客和商務旅客來港，會助力
香港的旅遊、酒店、餐飲、消費等行業，畢
竟私人消費佔香港的經濟比重很大。此外，
由於氣氛轉好，陳茂波估計商界的投資今年
都會恢復增長，對經濟有一定助力，總括來
說今年與去年比較是較樂觀。

許正宇：增港上市平台吸引力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亦表示本港正致力提

升競爭力，包括優化上市機制，未來會就
無收入、未有盈利的創新公司在本港主板
上市作出安排，他相信隨着不斷優化監
管，對持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上市平台的
吸引力有信心。許正宇認為金融業是香港
經濟重要一部分，但行業不只服務自身利
益，未來可以藉資本轉化為對社會有利的
模式，例如是較早時推出的碳交易平台，
能促進香港成為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的中
心。他又認為，發展家族辦公室可提升本
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同時能吸引
更多資金來港。

金立群：港可成綠色金融中心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認為，

香港作為亞洲第二大和世界第四大外匯市
場，有能力調動資金結算，以及有潛力成為
亞洲綠色金融中心。他指出，截至去年底，
本港成功推動67隻新股上市，集資額累計
約870億元，顯示本港金融市場管治模式透
明，並且具國際水平。金立群又指，在香港
擁有聯通世界的優勢之下，香港將會繼續成
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並且為構建
區域碳交易中心的理想之地。

陳茂波：增土地建屋成政府首務
逾7千人線上線下參與論壇 更勝疫前

◆ 陳茂波表
示，今年經濟
一定比去年
好。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 攝

� �� �� �� �� �� ��

1���H��5-0


����
 ���

����
�	��

����
����

����
 �

)�(#4���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本港正有序走上重新開放
的道路上，特首李家超昨出席論壇時表示，香港將乘搭「快
線」，以追回過去幾年失去的時光，而適逢兔年將至，他將
政府人員比喻為「識跑」的兔仔，指年內有很多要「跑」來
完成的工作要做，又透露政府將率領代表團前往世界各地去
說好香港故事，告訴大家「香港已回到世界舞台中心」。
李家超昨在亞洲金融論壇致辭，面對幾千位來自世界各地

的財金人士，他親身上陣以事實及數據去說好香港故事。他
提到本港去年11月底舉辦金融峰會相當成功，自此「本港
的大門越開越大」，與內地亦已復常通關，他相信現時本港
復常通關，無論是對商界人士、投資者、遊客，甚至是渴望
與內地家人團聚的港人而言都方便得多。

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對於IMF早前預測今年全球GDP增長或放緩至2.7%，李

家超指本港作為細小、開放和自由的經濟體，相當依賴對外
貿易和投資，外部不確定性年內或會為本港帶來壓力，不過
他認為本港未來前景仍一片光明，主因香港的優勢正不斷增
強，加上在國家支持之下，香港將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未來將發揮資產風險管理中心等定位，並致力發展創科
及金融科技。

許正宇與海外代表團會面
香港復常通關後，被視為年度國際財金界盛事的亞洲金融

論壇昨開幕，吸引了幾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賓客參與，標誌
本港正式回到世界舞台中心。財庫局局長許正宇亦趁論壇舉
行期間，與分別來自世界國際金融中心聯盟及新加坡商界的
代表團會面，在對外說好香港故事同時，亦就全球金融格局
趨勢、促進香港上市活動及加強知識共享方面的合作進行交
流和討論。
世界國際金融中心聯盟旨在促進各金融中心之間的合作，

代表團由來自韓國、英國、盧森堡和德國的代表組成，許正
宇與代表團會面時分享了香港在發展虛擬資產行業方面的最
新工作。至於新加坡代表團成員為當地私募基金、銀行和商
業信託行業的高層管理人員，許正宇在會面期間積極鼓勵新
加坡和東南亞公司來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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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表
示，香港將乘
搭「快線」，
以追回過去幾
年失去的時
光。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 攝

◆ 亞洲金融論
壇 昨 在 港 舉
行，邀請了逾
百位環球政商
領袖、財金界
猛 人 「 助
陣」，線上線
下參與人數共
逾 7,000 人。
熒幕上為盧森
堡 財 政 部 長
Yuriko Backes
透過視像形式
參與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