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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面临复杂的内外形势，香港经济社会体

系平稳发展，从新冠肺炎疫情的系统性冲击中逐步恢复。

在 2020年四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5个百分点

之后，2021年第一季度环比继续回升 5.4个百分点，同期年

度同比增长 7.9%，本地居民总收入更是同比增长 9%。当

然，由于香港是一个“大进大出”的开放型经济体，香港实体

经济复苏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香港经济发展特别是

就业保障的压力仍然较大。总体上看，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香港金融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依旧稳固

与 2020年相比，香港金融市场整体比实体经济具有更

好的弹性和韧性。2021年以来，香港金融市场功能发挥日

益深化，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继续维持。2021年全

球金融中心排名中，香港继续领先于新加坡。香港全球金

融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香港和新加坡动态竞

合、各具特色、差异发展，均保持亚洲以至全球重要国际金

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国际金融中心要素汇

集、支付结算、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普遍性功

能，尤其是香港外汇交易和股票市场融资具有全球竞争

力。2021 年以来，香港金融体系整体保持平稳运行，证券

市场、银行体系、国际收支、汇率制度和房地产市场等重要

环节稳健发展。

香港证券市场仍然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融资市场之一。

过去 5 年，香港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发行募资为 1.32 万亿港

元，上市后再融资1.49万亿港元，是全球重要的股票融资市

场。2021年香港股票市场整体保持稳健，恒生指数从年初

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上涨约 5.1%。香港主板市场总市值从

2020 年 3 月末的 32.71 万亿港元飙升至 2021 年 5 月末的

53.2 万亿港元。同时，香港股票市场融资功能较为凸显。

2020 年 3 月末至 2021 年 3 月末，港交所主板市场上市公司

增加 91 家，上市证券数则大幅增加 3348 只，市场多样化融

资功能进一步强化。其中，2021年第一季度香港股票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 32 只，募集资金总规模 1328 亿港元，平均超

额认购倍数高达 445 倍。根据相关国际会计师机构的研

究，2021年香港预计有 120只至 130只股票首次公开发行，

预计募集资金超过4000亿港元。

作为香港金融系统的支撑性产业，香港银行业保持平

稳发展态势。香港银行业存款保持上升态势，从 2020 年 5

月末 13.89 万亿港元上升至 2021 年 4 月末的 14.68 万亿港

元。香港银行业人民币存款稳步提升，从 2020 年 9 月末

6678.9亿元较快上涨至 2021年 4月末的 7819.52亿元，涨幅

高达17.08%。外币存款从2020年5月末6935.9亿港元上涨

至2021年4月末7214.91亿港元，上升4.02%，香港并没有出

现银行业外币存款搬家的趋势。与此同时，香港银行业资

产质量保持较好、稳健水平较高，2021 年第一季度末香港

银行业总资本充足率高达 20.5%，远高于巴塞尔新资本协

议 8%的国际标准，其中，仅普通股资本充足率就高达

16.4%。同期，香港银行业流动性覆盖率为 148.2%，也优于

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银行信用卡应收账款撇账率从 2020

年 6 月末 2.36%下行至 2021 年 3 月末 1.98%，消费信贷并未

出现重大风险。

国际收支是观察香港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往来稳健

性的核心环节。2020年下半年以来，香港国际收支的总量

和结构均得以改善。2020年第四季度，香港非储备性质金

融资产变动净额结束两个季度的逆差，实现1708.59亿港元

的顺差，与此同时整个国际收支录得 2334.99 亿港元的顺

差。这较好地体现了香港外向型经济的弹性，也反映了香

港国际收支的持续改善。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地区外汇头

寸保持相对稳定，从 2020年 3月末 15.35万亿港元小幅提升

至 15.62 万亿港元。简而言之，香港国际收支整体保持稳

健，未出现趋势性资本净流出的状况，更没有资本逃逸。

稳健的国际收支为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提供扎实保障。

2020 年港元保持强势，外部资金不断流入，香港金融管理

局从市场吸纳的资金高达 500亿美元。香港外汇储备资产

告别 2018年以来两年多的增长“平台期”，从 2020年第三季

度开始实现较快增长。2021年以来，港币继续维持强方水

平，5月末港币对美元继续保持相对强势，报收7.762港元/美

元。外部资金保持流入状态，香港外汇储备资产从 2020年

10 月末 4749.15 亿美元上涨至 2021 年 5 月末 4945 亿美元，

增长约 4.12%。由于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港元稳定性

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基础，港元对美元保持相对

强势，代表市场对港币具有较为扎实的信心，联系汇率制度

整体稳健。

全球金融中心作用更加凸显

展望未来，香港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将持续稳定运行，

全球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首先，新冠疫

苗快速接种，将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全球

经济总需求将有所复苏，全球供给链将得到更快修复，这将

给香港经济复苏和金融发展提供支撑。其次，香港金融管理

当局和香港特区政府具有丰富的经验、充足的资金和丰厚的

外汇储备，具有应对内外经济金融风险的资源和政策保障。

再次，内地疫情防控有效，经济复苏较强，进出口形势好于预

期，这为香港的贸易、航运和金融等业务发展提供较强的支

撑。而且，随着国家“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实

施，粤港澳大湾区要素集聚、资源配置和金融发展将迎来新

的历史机遇。总之，香港独特的定位和功能是北京、上海、深

圳等内地金融中心所无法替代的，“十四五”规划更是强调了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

理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政策与市场定位。

更重要的是，香港金融中心未来地位的维持和强化表

现在对内地金融市场的链接功能上。一方面，香港是人民

币最大的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是内地企

业外部投资和融资的首选市场；另一方面，香港是外资企业

和金融机构投资内地市场的跳板，是外资机构配置新兴经

济体资产的首选市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特

别是陆港通、债券通等机制的创立、运行和深化，香港链接

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功能在逐步强化。以债券通为例，

2017年 7月境外持有内地债券规模为 8824亿元，而 2021年

5月末，境外持有内地债券规模飙升至 3.68万亿元，仅 2021

年前5个月就增持4230亿元。外资机构投资内地债券市场

超过五成是通过香港债券通进行的。

当然，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和强化更需要进

一步强化香港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一是香港需要继续秉

承特殊的双重地位。对于内地，香港是对外窗口；对于国

际，香港是中国窗口。与内地更加紧密融合，是香港金融体

系保持长期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的基础。当然，面临复杂

的国内国际形势，内地对于香港金融中心的功能更加倚

重。内地与香港融合具有战略意义。二是香港需要继续发

挥传统的竞争优势。香港需要与新加坡、东京、上海、深圳

等形成差异化发展策略，在外汇交易、商业银行、投资银行、

股票、债券、资产和财富管理等传统优势领域进一步强化全

球竞争力。三是香港需要构建新的竞争优势领域。结合内

地“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香港未来

可考虑在碳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以及全球资源整合中发挥

领先作用。内地“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发展规划将为“双

碳”金融服务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

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金融科技和数字市场的发

展将进入历史新阶段，同样亟待全球金融中心来加以统筹、

链接和整合。因此，香港特殊的地位赋予了其构建新竞争

力的巨大优势。（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风
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主任）

港人说普通话好处多

近日，教育部首次发布《粤港澳大湾区

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报告建议香港

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地位，将

普通话教育适度融入考评体系。这一建议

必将加速普通话和简体字在香港的普及使

用，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化香港市

民的国民意识。同时，普通话和简体字的

推广对香港市民益处多多。

首先，有利于香港市民提高收入。旅游

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内地游客是赴港游客

的主要来源，常年占游客总数八成左右。香

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在未受“修例风波”

和疫情影响的 2018 年，内地赴港游客达

5104 万人次，占全部游客的 78%；消费总额

2148 亿 港 元 ，占 入 港 旅 游 消 费 总 额 的

78.9%。平均下来，每天香港要接待内地游

客近 14 万人，获得旅游收入 5.88 亿元。香

港的旅行社、零售、餐饮、酒店、交通、主题乐

园，乃至金融保险、邮政运输，都从中获利颇

丰。相信随着香港恢复稳定和疫情防控局

势好转，香港旅游业会逐步复苏，内地游客

是要回来的。当海量内地游客置身于店铺

林立的铜锣湾、商厦扎堆的尖沙咀、食肆密

集的油尖旺，谁能讲一口更流利的普通话，

谁就能多获一份商机。

其次，有利于港人拓宽就业路径。目

前，在港中资企业数量超过4200家，资产规

模逾 11 万亿港元，雇佣员工超 8 万人。华

润的超市、招商局的码头、港中旅的酒店、

中国银行的营业点、中华书局的书店……

漫步香港街头，到处可以看到中资企业的

身影。这些企业实力雄厚，行业覆盖面广，

待遇稳定。香港遭遇金融危机和疫情等突

发事件冲击时，中资企业都会展现“不裁

员、不减薪”的社会责任担当。毫不夸张地

说，相比其他就业岗位，港人进入中资企业

等于多买了一份保险。能说普通话、会写

简体字，会让港人在进入中资企业时多一

份机会，也会在未来工作中增加闪展腾挪

的空间。

再次，有利于港人开阔眼界。香港是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和贸易中心城市，树立

世界眼光是题中之义。根据港交所数据，

截至今年 5 月底，内地在港上市公司共有

1336 家，占比超过 52%，总市值占比超过

80%。如今，内地已经是 120多个国家的最

大贸易伙伴。同时，内地仍然是港人投资

兴业的主要目的地。当前，香港要巩固和

提升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地位，跟上时代发

展步伐，必须具备“读懂”内地的能力。很

难想象，一个说不了普通话、读不懂简体字

的人，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真正读懂内

地市场，读懂粤港澳大湾区，读懂国家大政

方针。从这个角度说，讲普通话、写简体字

是香港市民树立正确的祖国观、世界观、时

代观的必然要求。

此外，还能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9个内

地城市加速规则对接，能够与 18 个自贸试

验区更顺畅交流合作，能够到 31 个省区市

更自如地参观游览，能够与 14 亿祖国同胞

同声共气、同频共振，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盛举，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

光。好处是不是说少了呢？

香港金融市场香港金融市场——

增强链接力增强链接力 培育新优势培育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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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将为“双碳”金融服务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本版编辑 李 丹 美 编 王子萱

室外台湾园入口处的室外台湾园入口处的““蝶舞纷飞蝶舞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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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上在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上，，台湾台湾

展园无论是室外台湾园还是室内台湾馆展园无论是室外台湾园还是室内台湾馆

都非常吸引人都非常吸引人。。主题为主题为““花开两岸花开两岸 同同

心圆梦心圆梦””的台湾展园不仅展现了宝岛台的台湾展园不仅展现了宝岛台

湾的丰富物种湾的丰富物种，，以及当地花卉和相关农以及当地花卉和相关农

技产业的发达技产业的发达，，而且还以花语造景而且还以花语造景，，深情深情

演绎两岸交流与融合演绎两岸交流与融合。。

在室外台湾园入口处在室外台湾园入口处，，一对蹁跹翻一对蹁跹翻

飞的珠光凤蝶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拍飞的珠光凤蝶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拍

照照。。台湾地区是世界上蝴蝶种类最丰富台湾地区是世界上蝴蝶种类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的地区之一，，在南投和屏东等地还有多在南投和屏东等地还有多

处处““蝴蝶谷蝴蝶谷””。。台湾园总设计师秦嘉远告台湾园总设计师秦嘉远告

诉记者诉记者，，蝶舞花间会给人带来很多美好蝶舞花间会给人带来很多美好

的想象的想象，，用这个景观欢迎参观者用这个景观欢迎参观者，，寓意两寓意两

岸好事连连岸好事连连。。

据导览员介绍据导览员介绍，，做蝴蝶的竹子来自做蝴蝶的竹子来自

浙江安吉浙江安吉，，蝴蝶的造型是请福建的工艺蝴蝶的造型是请福建的工艺

师帮忙制作的师帮忙制作的。。从设计到材料再到制从设计到材料再到制

作作，，融合了两岸的设计力量和工匠匠心融合了两岸的设计力量和工匠匠心。。

一条一条““同心环路同心环路””串连起串连起““蝶舞纷飞蝶舞纷飞””

““同心亭同心亭”“”“梦回阿里山梦回阿里山”“”“兰花雨林兰花雨林”“”“101101

花塔花塔”“”“野溪樱鲑野溪樱鲑””等多个特色景观小品等多个特色景观小品，，

浓缩展现了宝岛台湾的卓美风姿浓缩展现了宝岛台湾的卓美风姿。。

““梦回阿里山梦回阿里山””的的““印象神木印象神木””是众是众

多游客的打卡热门地多游客的打卡热门地。。上海市台协副上海市台协副

会长刘达纬告诉记者会长刘达纬告诉记者，，““阿里山神木阿里山神木””原原

指台湾阿里山上一棵树龄达指台湾阿里山上一棵树龄达 30003000 余年余年

的红松的红松。。红松是台湾地区特有的珍稀红松是台湾地区特有的珍稀

名贵树种名贵树种。。

““这次设计的这次设计的‘‘印象神木印象神木’’，，我们提出我们提出

的方案是运用永续环保理念的方案是运用永续环保理念，，在花博会在花博会

搭建起一件倡导环保和循环经济的装置搭建起一件倡导环保和循环经济的装置

艺术品艺术品。。””刘达纬说刘达纬说。。原来原来，，高约高约 88 米的米的

““印象神木印象神木””是以钢结构为骨架是以钢结构为骨架，，用木材用木材、、

塑料和金属等回收材料拼接而成塑料和金属等回收材料拼接而成，，体现体现

了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了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微缩版微缩版““阿里山小火车阿里山小火车””也是也是““梦回梦回

阿里山阿里山””的景观之一的景观之一。。小火车被命名为小火车被命名为

““上海台协号上海台协号””，，车身上标着车身上标着““崇明—阿里崇明—阿里

山山””字样字样。。

承办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台湾展园的上海市台协跨越海峡承办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台湾展园的上海市台协跨越海峡，，请请

来多支经验丰富的策展团队来多支经验丰富的策展团队，，历经约一年的策划筹备历经约一年的策划筹备，，最终完成了最终完成了

台湾展园精致漂亮的造景设计台湾展园精致漂亮的造景设计。。

曾参与曾参与 20102010年台北花博会多项大型景观设计的秦嘉远说年台北花博会多项大型景观设计的秦嘉远说，，台台

湾园展现了台湾的花卉园艺实力湾园展现了台湾的花卉园艺实力，，这样的展示增加了两岸同行的这样的展示增加了两岸同行的

交流交流，，也让大陆参观者能更加深入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也让大陆参观者能更加深入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

走进位于复兴馆的台湾馆走进位于复兴馆的台湾馆，，来到一个名叫来到一个名叫““蝶舞花宴蝶舞花宴””的光影的光影

空间空间，，这里运用这里运用33DD影像技术影像技术，，每走一步每走一步，，就有花开蝶飞随行就有花开蝶飞随行。。承担承担

多媒体特效设计规划的上海创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惠义多媒体特效设计规划的上海创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惠义

说说，，以以““花开两岸花开两岸 同心圆梦同心圆梦””为主题为主题，，依托依托““梦梦””的艺术形式的艺术形式，，配合配合

33DD 影像技术影像技术，，向观众呈现出一个绚烂多彩的向观众呈现出一个绚烂多彩的““蝴蝶之乡蝴蝶之乡””，，展示了展示了

台湾地区自然生态奥妙台湾地区自然生态奥妙、、花卉园艺实力和智慧科技成果花卉园艺实力和智慧科技成果。。

““从台湾的阿里山到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从台湾的阿里山到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花开两岸花开两岸 同心同心

圆梦圆梦’’，，蕴含着彼此相互理解蕴含着彼此相互理解、、不断融合发展的不断融合发展的‘‘山海之情山海之情’’！！””上海上海

市台协会长张简珍说市台协会长张简珍说。。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说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说，，希望台商朋友们以第十届中国花卉希望台商朋友们以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为契机博览会为契机，，发挥台湾花卉品种育成发挥台湾花卉品种育成、、培养培养、、种苗生产种苗生产、、温室环温室环

控控、、运输行销等方面独特优势运输行销等方面独特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岸花卉产业的交流与进一步推动两岸花卉产业的交流与

合作合作，，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互利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