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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在去年股債匯三

殺下，雖然在去年第4季賺

764億元，全部項目按季轉

盈，惟在首三季勁蝕下，全年

計錄2,024億元巨虧，為歷來

最大，全年負回報4.4%，為

歷來第二差，僅次於2008年

金融海嘯時錄的負回報5.6%。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昨表示，去年的投資環境不單打破「股債互

補」的傳統投資智慧，更成為近半世紀以來唯一

一次股債匯三殺的一年，他強調金管局未來會

繼續小心謹慎地管理外匯基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外匯基金上季轉賺764億
難抵首3季股債匯三殺 去年蝕2024億歷來最傷

外匯基金去年表現(億港元)
項目
香港股票

其他股票

債券

外匯

其他投資

投資收入

註：( )為虧損；*為未審計
資料來源：金管局

全年*
(195)

(612)

(533)

(401)

(283)

(2,024)

下半年*
(110)

120

26

(273)

(133)

(370)

上半年*
(85)

(732)

(559)

(128)

(150)

(1,654)

外匯基金去年投資項目全數「見紅」，其中
港股投資蝕195億元，其他股票投資蝕612

億元，債券投資蝕533億元，非港元資產外匯估
值下調401億元，其他投資蝕283億元。不過若
單計去年第4季，外匯基金投資表現明顯有較大
改善，其中港股投資賺163億元，其他股票投資
賺312億元，債券投資賺254億元，非港元資產
外匯估值上調35億元。

余偉文：港跌幅已相對較小
余偉文形容去年是非常艱難及不尋常的一
年，其中不少因素都是無法預測，如年初爆發
的俄烏衝突，以及各地疫情不穩等，加上美聯
儲去年累計加息4.25厘，引致環球債券和股市
被大幅拋售，全年分別累計下跌了16.2%和
19.8%。他坦言在去年如此惡劣的投資環境下，
外匯基金同樣亦未能避免損失，但相對主要市
場指數以及混合資產基金的表現，外匯基金的
跌幅相對較小，反映外匯基金一直維持的多元
化長期資產配置、因應外圍最新局勢變化作出
的防禦性部署及戰略性調整，有效將市場風暴
的傷害減低。

近30年整體平均回報4.5%
對於外匯基金去年表現未如理想，金管局副

總裁李達志亦解畫指，由於外匯基金投資目標
之一為保本，所以目標未必是要賺得多。他強
調計及去年虧損後，外匯基金過去近30年整體
平均回報約4.5%，相對於同期物價升約2%，達
到保本及輕微增值效用，現時累計盈餘約5,500
億元與2015、2016年水平相近。他又說，若以
模擬進取投資組合計算，去年有約17%虧損，
若以保守投資組合計算，則會出現約16%虧
損，但由於金管局作出了防禦性部署，所以去
年全年虧損只有約4.4%。

眾多不確定因素仍帶來挑戰
展望2023年，余偉文希望「今年表現會好

些」，但他亦提醒現時金融市場仍受眾多不確
定因素困擾，而經濟下滑預期亦成為今年較大
不明朗因素之一，若經濟增速放緩，或會對企
業盈利、或金融市場帶來影響，他亦預計資產
價格或持續波動。儘管通脹在去年底似乎有見
頂回落的跡象，但仍遠高於主要央行訂立的目
標。他提醒，在通脹和利率走勢尚未穩定下，
如果實際情況與市場預期出現較大偏差，資產
價格難免會再出現猛烈的波動或調整。
李達志補充，外匯基金規模達數萬億元，投

資策略傾向中長線，縱在面對市況波動下，並
非採取「今日買明日賣」的投資模式，不過他

認為今年再出現股債齊跌的機會細。對於未來
對內地的投資部署，他指內地在環球經濟比例
漸重，所以內地資產對大型機構投資者，是必
須組成部分。他又指，歐美央行步伐同步，但
內地則相反，可見在經濟周期或政策取向方
面，都可帶來分散投資作用。
另外，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摘要顯示，外匯
基金的總資產由前年底的45,702 億元，減少至
去年底的40,111 億元，按年減少5,591億元。於
去年12月底，外匯基金累計盈餘為5,55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加密貨幣交易
所 FTX 早前爆煲後隨即申請破產保護，有外媒
報道，在最新披露的潛在債權人名單中香港的金
管局、證監會亦名列其中。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
回應時指，外匯基金沒有直接投資於FTX，亦強
調金管局與FTX沒有債權及投資關係。
金管局發言人早前表示，留意到相關名單為

一間美國金融諮詢公司編制，當中包含數千間
公司，包括各司法管轄區的監管機構和公共機

構。

或有間接投資虛擬資產
余偉文昨最新解釋指，有關潛在債權人名單

數以千計，包括不同地區的監管機構，因此香
港亦未有例外，他亦引述有關方面補充指由於
希望有關名單盡量擴大，故有不少其實與FTX
無債權關係，或者無任何投資關係的機構或公
司都被放在名單上，這亦解釋為何金管局名列

該名單。
他又指，外匯基金的投資限制上並沒有禁制基

金投資虛擬資產或相關的公司，雖然外匯基金無
直接投資在該類資產，但外匯基金所投資的不同
基金，又或者私募市場上的一般合夥人，他們有
較大彈性投資在不同地方，或會有部分投資於與
虛擬資產相關的公司，但此屬該基金公司的投資
決定，他重申外匯基金沒有直接投資於其他虛擬
資產。

余偉文：外匯基金無直接投資F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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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香港金融服務界新
春團拜昨日舉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活動時表
示，金融市場去年風高浪急，高低起伏巨大，但香
港金融體系展現無比韌性，有序、暢順地運作，相
信2023年「肯定會好過去年」。他續指，去年第四
季開始，本港已舉辦了一連串的大型活動，社會氣
氛也漸恢復，他外訪時與歐美投資者及基金經常接
觸，亦發現他們普遍對在港投資恢復興趣。「經過3
年多的困難時間，現在應該讓國際及內地市場知道
香港已經『回來了』，未來政府會主動出擊，今年
相關官員將有不少外訪。」
陳茂波續說，政府將繼續提升投融資平台，現正

推進一系列具里程碑意義的政策措施，有望上半年
落實，當中便包括將更多的港股，引入人民幣櫃
枱，讓境內外的投資者，可以手上的人民幣投資港
股，並有助人民幣國際化。此外，本港會研究擴大
「互聯互通」機制，讓更多國際上市公司，能夠爭
取納入「南向通」，以吸引更多內地資金，同時提
升港股的流動性及估值。他補充說，政府將改善治
理思維，但凡市場發展有需要政府的地方，政府必
義不容辭的推動，而市場有空間可自行發展的地
方，政府亦會創造有利條件。

李惟宏：港金融業續升級轉型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李惟宏表示，本港疫後迎

來更大曙光，包括近期舉辦多項大型活動、資本市
場也見回穩，大市交投逐步回升，期望若往後全面
通關後將進一步對本港經濟起到提振作用。李惟宏
續稱，香港金融服務業會繼續升級轉型，即使地緣
政治、疫情等，為行業帶來挑戰，但前景仍然亮
麗。他又希望，政府可以多聽取業界意見，例如重
新考慮調低股票印花稅的聲音。

歐冠昇：做好聯繫內地世界角色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在同一場合中表示，虎年

對於香港及環球市場極具挑戰，但去年港交所仍持
續提升市場吸引力，包括改善互聯互通制度、推動
碳交易市場，建議容許特專科技企業來港上市等，
該些措施都可以支持創新及可持續發展。港交所未
來會持續發展各類新產品、各種平台和合作關係，
做好聯繫內地及世界的角色，幫助內地資本接觸國
際機遇，並尋找新方法加強本港市場的吸引力及多
元性。

◆香港金融服務界昨舉行新春團拜。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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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偉文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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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新冠疫情的防控處理進一步邁
向新階段、新模式，具體措施包括昨日
起取消隔離令，停運醫管局7間指定診
所及遙距診症服務。有關的改變對新冠
患者、僱主都帶來一定挑戰。昨日就出
現部分診所確診者預約名額爆滿，確診
者要跨區求醫；確診者和非確診者在診
所內沒有適當隔離容易交叉傳播；部分
私家醫生診金藥費坐地起價等問題。
政府調整抗疫模式，需要提供必要支
援，繼續保障市民健康和利益，同時
協助市民適應抗疫新模式，避免引發
爭議。

昨日起，確診市民求診的方式有較大
轉變。以往市民確診之後，可向指定診
所或遙距診症求醫。在隔離令取消後，
這些服務隨即停運，市民要改為向全港
70 多間普通科門診求醫，也可求助私
家醫生。醫管局表示，已經預留每天
2,000 個名額照顧新冠患者，截至昨日
下午 5 點，就為超過 1,400 名確診病人
提供服務。由於確診病人的分布不平
均，傳媒發現部分地區仍然存在名額爆
滿的情況，令確診者需跨區求醫。另一
方面，政府的普通科門診沒有將確診者
及普通病人分流，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
感染隱患。醫管局要及時評估相關安
排，視乎求診人數和確診者的比例，合
理調整服務安排。

在私家醫生服務方面，為免確診者求
醫費時失事，政府應該公布接納確診病
人的私家診所名單，方便市民查詢，及

主動了解拒絕提供服務私家診所的實際
困難，協助其解決問題，務求讓更多私
家醫生提供治療服務，便利確診者求
醫。政府亦要加強監管，對少數濫收費
用、違反政府協議的私家診所，應將其
剔除出服務名單。

醫管局手機應用程式「HA GO」現
時可提供求診預約，但部分確診長者不
懂得使用，只能到普通科門診排隊求
醫，既苦了長者，也增加傳播風險。醫
管局應該加強支援熱線的服務，讓有需
要的確診者能夠在一條熱線得到各種支
援，無須為睇病而奔波。

隨隔離令取消，還衍生了一個新的
問題：市民若因為確診要請病假，需要
得到醫生病假紙；若市民認為自己身體
情況良好，也可帶病上班，這可能會引
起僱主和僱員的困擾。僱員選擇帶病上
班，僱主未必知道如何分隔才能保障其
他僱員的安全，容易引起同事間恐
慌；若僱員因確診而放多日病假，僱
主會否扣減其薪酬也備受關注。這些
問題既要勞資雙方互諒互讓，協商適
合方式解決問題；勞工處更應提供清
晰指引，讓僱主僱員有所依循、減少
爭拗。

取消隔離令，顯示本港社會持續復
常，政府仍要增強對確診者尤其是一老
一幼的支援，做好宣傳教育，引導市民
應對盡量減低感染風險，加快本港經
濟、社會復常步伐，迎接疫後重振新景
象。

政府選定8幅用地興建簡約公屋。房屋局局長何
永賢表示，簡約公屋可減少居民開支，改善生
活，較直接向他們派錢理想。簡約公屋能迅速改
善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助其減輕生活負擔，可
騰出更多資源用於子女教育，減少跨代貧窮，評
核簡約公屋造價，不僅要算經濟賬，更須看到其
不可低估的社會價值。簡約公屋是解決公屋供應
「頭輕腳重」的短期措施，政府需要多管齊下，
提速提效提量增加公屋供應，滿足市民居住基本
需求，徹底告別劏房。

包括部分立法會議員在內，社會上有意見認
為，簡約公屋較傳統公屋造價貴，對建設有保
留。經政府詳細檢視及最新估算，簡約公屋的建
築費將削減。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指出，建築物本
身總造價約 200 億元，即每個單位平均造價約 68
萬元，與公屋單位約65萬元成本相若。其實，簡
約公屋是否物有所值，除了算經濟賬外，更要算
社會效益賬。

本港現有超過20萬人「蝸居」在「籠屋」、板
房、劏房等居住環境惡劣的地方，甚至露宿街
頭，而公屋輪候時間漫長，一般家庭平均輪候時
間長達5至6年，非長者單身人士更動輒要輪候10
年以上。政府計劃未來5年內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
屋單位，主要提供予輪候傳統公屋3年以上的申請
者。按現時目標，簡約公屋的建築期大約只為一
至兩年，而興建傳統房屋需時5年。基層市民能在
輪候傳統公屋期間入住簡約公屋，早日擺脫「髒
亂貴」的劏房折磨，這已體現簡約公屋的價值所
在。

何永賢指出，簡約公屋租金中位數為每月1,500
元，相對劏房 5,000 元的租金中位數少 3,500 元，
租戶1年可節省4.2萬元，5年節省21萬元。簡約

公屋既能讓基層市民安居，讓其子女安心讀書、
健康成長，而且大大減輕租金負擔，節省出來的
金錢可用於子女教育，提升競爭力，增強對未來
的信心和希望。政府在建設簡約公屋後，會落實
為不同選址完善交通安排，除了便利簡約公屋居
民，也能造福社區，帶動社區發展。正如何永賢
強調，簡約公屋並非一般撥款工程，更改變數萬
家庭命運，是針對民生痛點的社會工程，亦是釋
放未來潛力的社會投資。不少立法會議員都認
同，260億的簡約公屋工程費用不是小數目，但可
以幫助到3萬個弱勢家庭，也是值得支持的投資。

簡約公屋的用地以5年作基礎，且用地的原有規
劃不會改變，簡約公屋只是短期措施，最終依然
靠傳統公屋滿足基層市民的居住需求。但是，包
括增建3萬個簡約公屋在內，未來5年內最多可推
出約11萬個公屋單位，而目前全港共有24萬多宗
公屋申請。也就是說，未來5年公屋單位落成量，
僅為現有公屋申請 46%，不足一半。2021 年運房
局曾評估，就算公屋建設進度符合預期，要做到3
年上樓，相信要等15至20年。

房屋問題是長期困擾本港的深層次矛盾之一，
備受社會關注。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
提出興建簡約公屋，以增加供應和縮短公屋輪候
時間，並強調多方面創造土地供應和加快造地程
序，以期打破房屋短缺的長期困局，讓市民在住
屋問題上看到希望。簡約公屋已選定地址、準備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政府正「以結果為目標」、
坐言起行解決房屋問題。市民更希望政府從修例
令「生地」盡快變「熟地」、加快「北部都會
區」、交椅洲人工島建設等多個途徑，確保土地
供應充足，加快建屋進度，從根本上解決基層居
住問題。

提供支援助市民適應抗疫新模式簡約公屋社會效益巨大值得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