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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澤香江論壇月底辦 吸家族辦公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投資推廣

署 主 辦 的 「 裕 澤 香 江 」

（Wealth for Good in Hong

Kong）高峰論壇，將於3月24

日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

論壇是特區政府特別為環球家族

辦公室及資產擁有人舉辦的國際

頂級專屬盛事，並預告論壇除了

推廣金融實力外，預備的四大主

題包括：科技賦能、文藝交流、

綠色轉型，及慈善傳承，稍後進

一步公布高峰論壇的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為了
把握內地以至全球財富管理的龐大機
遇，私人財富管理公會與清華大學五道
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昨日
聯合發布《香2035年：全球財富管理
中心》報告，提出五大戰略發展方向加
強香核心競爭力。該報告提出，香
應當着力實施建設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的
「五個中心」戰略，即財富中心、資產
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與風險管理
中心。
首先，該報告提出建設財富中心，成

為中外財富充分湧流的匯集地。2021年
粵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試點計劃
正式推出，該報告建議考慮在2023至
2025 年擇機推動 1,500 億元人民幣的
「分層聯通」，並在安全合規運行的基
礎上，在於2025年擇機推動「全面聯
通」，期望於2035年前提高到雙向額度
各1.5萬億元人民幣，實現更大範圍的跨
境理財互通。

大灣區城市做跨境執業起點
報告亦建議香和內地的金融管理部

門及監管機構以大灣區為跨境執業起
點，開啟監管沙箱工作，並根據實際經
驗逐步完善優化，在此基礎上形成內地
與香財富管理行業跨境執業的政策及
法規。
其次是建設資產中心，打造無可替代

的全球人民幣資產樞紐。該報告指出香
應繼續打造人民幣「離岸生態系
統」，提供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渠
道和金融工具，推動離岸市場的人民幣
產品發展，發揮香作為人民幣離岸市
場的功能。

設科技中心 數碼化金融服務
該報告又建議建設科技中心，成為金

融科技與數碼化轉型的前沿陣地。香
私人銀行與財富管理機構應全方位建設

數碼化服務能力，提升服務能力、客戶
體驗與工作效率，通過加強與外部金融
科技公司的雙向賦能、資源分享、戰略
併購拓展數碼化能力。

創建財富管理專業人才庫
為吸引人才來，該報告亦建議建設

人才中心，成為國內外高層次人才流動
的聚集地。香未來應創建財富管理專
業人才庫，例如積極推動香特區政府
相關部門與業界機構合作，創辦香財
富管理學院、推出更友好便利的赴居
留政策等，鼓勵內地財富管理專業畢業
生赴就業。
為了加強風險管理，該報告建議建設

風險管理中心，成為管理風險的集散
地。圍繞國家金融開放的大趨勢，香
應持續加強與內地金融監管部門的聯絡
溝通機制，強化交流合作，建設各種資
訊交換機制，打擊跨境非法金融活動，
並為各個互聯互通機制做好風險管理，
加強資金的閉環管理。
私人財富管理公會行政委員會主席盧

彩雲昨表示，過去數年，海內外財富管
理中心競爭日趨激烈，香必須與時並
進，主動應對市場變化，以鞏固香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除了要繼
續完善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連
接內地與世界各地，更應該持續在財富
管理行業的頂層政策設計和國際品牌方
面加大創新力度，進一步提升香的核
心競爭力。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

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則表示，財富管理
是世界各國金融業的發展重點。香受
惠於內地財富管理需求的快速增長，但
面對國際各地市場的激烈競爭，應當在
政策設計和配套措施等方面主動出擊，
以更積極和主動的作為把握時代的機
遇，建設成為更有競爭力的全球財富管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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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展示港財富管理優勢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裕澤香
江」高峰論壇將向全球各地的環球家
族辦公室及資產擁有人展示香作為
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獨特優
勢，及介紹香可為環球家族辦公室
提供機遇配置財富，以推動家族辦公
室的積極及長遠發展。特區政府將透
過舉辦「裕澤香江」高峰論壇，與參
加的環球家族辦公室決策人建立直接
聯繫，協助其探索及落實在香發展
的機會，吸引更多家族辦公室來。
香本地的家族辦公室及行業翹楚亦
將與環球夥伴交流聯繫。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家支持
香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特區政府透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
斷提升香作為國際資產和財富管理
中心的競爭力，包括提供稅務優惠、
成立專門服務隊伍、積極培訓相關人
才等，以吸引更多家族辦公室落戶香

。「裕澤香江」高峰論壇將是家族
辦公室業界的全球性頂級盛事，展示
香可為家族辦公室帶來的投資和一
系列包括文化藝術、綠色發展和慈
善事業的機會，提升香作為家族
辦公室樞紐的吸引力和地位。此舉
同時可帶動更多資產管理和其他相關
專業服務的需求，為香創造更多商
機。

會場特選故宮博物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

示，今次特別選擇在香故宮文化博
物館舉行高峰論壇，因為這個文化新
地標展示來自故宮博物院的無價國寶
和世界各地的藝術珍品，能為參觀
帶來「東西薈萃」、「新舊交融」的
體驗，感受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
獨特氛圍。這也正好與香擔當連接
內地與環球資本巿場橋樑的角色不謀
而合。
推動環球家族辦公室在香落戶及

拓展是特區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標。行
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在2025年年
底前推動不少於200間家族辦公室在
設立或擴展業務。特區政府亦正推動
一項立法建議，為合資格家族辦公室
提供稅務寬免。

論壇聚焦四大主題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將舉

辦「裕澤香江」高峰論壇，作為吸引
更多環球家族辦公室來的重點項
目。論壇將涵蓋以下四大主題：1. 科
技賦能：香賦能下一代科技創新的
投融資能力，及為環球家族辦公室帶
來的投資機會；2. 文藝交流：香作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獨特定
位；3. 綠色轉型：香致力推動全球
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轉型的承擔；及
4. 慈善傳承：香作為環球家族辦公
室的慈善中心以推動公益事業發展。
特區政府將於稍後進一步公布高峰論
壇的詳情。

◆◆「「裕澤香江裕澤香江」」高峰論壇將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高峰論壇將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李家超指香港李家超指香港
將積極推動家族辦將積極推動家族辦
公室的長遠發展公室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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