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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理財精英會 

二〇二〇 
精英會會長的話

大家好！不知不覺間在中原理財有限公司任職已差不多超過10

年。在這10年內大多數時間都是輕輕鬆鬆上班，努力打拼。

除了為事業創下佳績外，並有幸在今年擔任精英會會長一職。

今年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一年，在全球新冠肺炎影響，再加上環球不

定的政治因素下，今年各同事要面對的難度真不少，精英會原定的

計劃，包括聚餐、旅行及大型會議都需要延期及更改計劃，但相信

暴風雨過後便會望見彩虹，市場經過這大半年也慢慢復甦，加上中

原金融集團是一個全港最多元化、最具競爭性的金融平臺之一，

各類型的保險、投資方案、股票買賣、樓宇買賣等，都可以滿足

各層面的客戶。

今年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一年，但正所謂有危亦有機，祝願各同

事都可在這危機中找到機會，在最壞的時候，創造最好的結

果，一同並創佳績共勉之。

2020年中原理財精英會會長

Cherry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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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去年社會運動開端，香港已捲入由中美貿易戰所延伸的國際政治漩渦當中。發展至近日，港區國

安法的立法及其可能引發的外國反制措施，令人擔憂政治風險甚至會危及聯繫匯率制度，今港元價

值崩潰。本文主要探討聯繫匯率制度的運作方式，以及對目前局勢及各種可能性作出分析。

-----------------

聯繫匯率制度的背景

在聯繫匯率制度實行之前，港元匯率曾經先後使用銀本位制、與英鎊及美元等掛鉤，至1974-83年因美元弱勢而

改為自由浮動。但因為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引發信心危機，缺少外在價值支撐的港元，自1974年11月的1

美元兌4.965港元持續下跌（圖一）。至1983年9月23日及24日，港元在兩日內暴跌近15%，日內曾見1美元

兌9.6港元的歷史低位，當時更出現銀行擠提、市民恐慌地搶購日用品、甚至有商店拒收港元，政府為穩定港元

匯價，在1983年10月將港元再次與美元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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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傳統的貨幣發行局（Currency Board）制度下，港元貨幣基礎是由外幣（即美元）百份百支持，3家發鈔銀行

必須以1美元兌7.80港元的固定匯率，向外匯基金繳納美元，以換取負債證明書以支持現鈔（港元）的發行。而

維持市場匯率趨向官方的7.8匯率，便依賴銀行間的套利競爭。1994年以前，制度規定發鈔銀行以7.80官方匯

率向其他銀行提供港元，當市場匯率偏離，銀行便可以在市場匯率及官方匯率之間圖利，改變港元貨幣基礎規模

及利率，使市場匯價回歸7.80水平。可是，這種套利活動只適用於現鈔，其實只佔貨幣基礎少部份，故套利競爭

實際上幾乎沒有發揮功用，聯繫匯率制度最初主要是靠人們對港元作為美元延伸的信心。其後經歷多次優化，才

發展成現今的聯繫匯率制度。

現行聯繫匯率制度如何運作?
聯繫匯率制度下，維持港元匯率穩定的主要機制是「雙

向兌換保證」（圖二），指當資金流入或流出，港元面對

上升或下調壓力，金管局通過向銀行買入或賣出美元，

使港元匯率維持在1美元兌7.75至7.85港元之間。

香港的貨幣基礎包括已發行的紙幣和硬幣、持牌銀行在

金管局開設的結算戶口的結餘總和（總結餘）及未償還

的外匯基金票據和債券。「雙向兌換保證」底下，金管

局向持牌銀行明確保證，會按銀行要求在7.75港元兌

1美元的強方兌換保證水平賣出港元，及在7.85港元

兌1美元的弱方兌換保證水平買入港元。當資金流入港

元，市場對港元的需求大過供應而觸發強方兌換保證，

金管局向銀行買入美元沽出港元，使總結餘（作為貨幣

基礎的一個組成部份）增加，港元利率下跌，令匯率回

復至7.75到7.85的兌換範圍內。相反，當資金從港元

流出，港元供過於求而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沽出

美元買入港元，使總結餘減少，推高港元利率，同樣令

匯率回復至7.75到7.85的兌換範圍內。

美元兌港元匯率（每日，1974年至1983年）（圖一）

聯繫匯率制度的運作（圖二）

資金流入 資金流出

港元匯率穩定 資金流出港元

利率下降 市場人士賣出港元

貨幣基礎擴張 港元兌美元轉弱

金管局以7.75港元 
兌1美元出售港元

金管局以7.85港元 
兌1美元買入港元

港元兌美元轉強 貨幣基礎收縮

市場人士買入港元 利率上升

資金流入港元 港元匯率穩定

資料來源：金管局網站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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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情況下聯繫匯率制度會出現風險?
上文提及當港元走弱，金管局是沽美元買港元的方式維持幣值，如果港元

出現大量走資，金管局便需要動用大量美元在市場上購買港元。故聯繫匯

率是否能夠維持，完全取決於金管局可用於入市干預的儲備資產是否足以

對沖走資。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官方儲備資產由多個部份組成，包括外匯儲備

（官方儲備資產當中的可自由兌換外幣）、特別提款權（SDR）、黃金等。

狹義上，只有外匯儲備被視作能用於支持幣值的儲備資產。至於多少

外匯儲備才算充足，無論在統計學或經濟學上，均無絕對定義，不同

國家可以根據其經濟結構和主要想觀察的風險，採用不同指標，例如

不少於未來3個月進口額或100%短期債務等，而當中一個央行常用並

適用於觀察走資風險的指標，是外匯儲備不應少於廣義貨幣的20%。

截至今年首季末，香港外匯儲備為4,246.87億美元，M3貨幣供應為

148,421.37億。以1美元兌7.80港元換算，香港外匯儲備約為廣義貨

幣的22%。由於在金管局沽美元買港元情況下，外匯儲備與廣義貨幣會

同時減少，若要比率跌至20%以下，走資額約為4,300億港元。

但是，上述結論是以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下的外匯儲備計算，以

香港《外匯基金條例》為基礎，金管局轄下外匯基金的全部資產均可用於

穩定匯價。外匯基金最初為香港在英鎊本位時代的利息滾存，自1976

年起，港府將財政儲備存於外匯基金，擴大了其規模。今年首季末，外

匯基金屬下非港元資產折合為38,394.64億港元，再加上港府近期提及

與內地央行的1,000億美元互換協議，香港可用於穩定匯價的資產折合

約46,194.64億港元，約為廣義貨幣31%。套用上述20%臨介點，港

元走資額需要超過2萬億港元，方能衝擊聯繫匯率制度。

除了大幅走資之外，早前曾有說法被廣泛流傳，指美國有

可能禁止香港使用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的金融交易系統，令香港的金融機構無法進行美元交易。

理論上，美國的確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雖然SWIFT為國

際組織，但美國影響力之大，使其在過去曾取消北韓、伊

朗及俄羅斯的SWIFT使用權。而根據2019年年底數字，

香港外匯基金資產當中現金和存款只佔7%（圖三），一旦

美國切斷美元供應，即使找到交易對手，外匯基金絕大部

份資產（即使是美元計價）仍然無法轉化成美元現金支持

匯價。換句話說，聯繫匯率制度將瞬間崩潰。

不過，美國要採取如此極端手段，其代價亦是相當沉重。

香港與上述被制裁國不同，作為環球金融中心，香港與美

國的經濟關係千絲萬縷，切斷香港的美元供應，不但在港

數以千計美國企業首當其衝，更會影響美元在全球的使用

份額。美國對香港使用這個制裁方案的機會實際上是微乎

其微，因此，聯繫匯率制度目前的風險仍以走資為主。

2019年12月香港外匯基金資產分布（圖三）

其他資產

8%

固定資產

0%

投資

85%

現金及通知存款

4%
在銀行及 
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3%

資料來源：金管局半年度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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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資對資本市場有甚麼影響?
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外地投資者對香港資本市場的參與十分重要。而對外地投資者而言，除了本身的投資回報

外，匯率風險亦是主要考慮。假如聯繫匯率失效， 即使外地投資者的本幣不是直接相關的美元，持有港元資產的

意願依然會大打折扣，甚至會認為港元將變得毫無價值。根據港交所2018年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包括主板

和GEM交易、滬深港通交易）（圖四），外地投資者佔市場總成交金額超過4成，當外地投資者拋售港元資產，以

其佔比之重，恐怕會製造出波及整個市場的骨牌效應。可見如港元走資嚴重程度足以令聯繫匯率失效，對香港資

本市場的影響將會是毀滅性。

為何外資會選擇香港?
投資者擔心香港會出現走資潮，甚至覺得聯繫匯率制度會崩潰，主要是認為外

資在現時香港不明確環境下可能會撤出香港。要判決這個情景會否成真，必先

要了解香港為何能吸引外資。外資之所以來港，一般是為在香港建立控股公司

進而投資內地市場。在外國母公司與在中國內地子公司之間建立多一層控股結

構有不少好處，例如有限公司結構可以給予外國母公司有多一重保障，另外在

轉讓股權時，轉讓離岸控股公司股權亦比轉讓中國內地子公司股權簡單。而吸

引外資選擇香港作為控股公司地點的優勢，主要可分為以下幾方面：

而即使走資不足以威脅聯繫匯率，對香港資本市場亦有一定影響，因為資本離開香港會影響部份香港企業的經

營，例如當有大量外國公司決定退出香港市場，在香港經營的地點如辦公室、商鋪亦不再需要，對租務市場必然

有負面影響，本地地產股便會受壓。另外，資本離開香港代表香港經濟規模以至人均收入收縮，本地消費意欲及

投資意欲同時下滑，均對資本市場不利。

交易所參與者 
本身的交易

28.9%
2016: 23.8%

外地機構 
投資者的交易

35.1%
2016: 33.3%

本地機構 
投資者的交易

19.7%
2016: 20.1%

外地個人 
投資者的交易

6.0%
2016: 6.9%

本地個人 
投資者的交易

10.3%
2016: 15.8%

圖表來源：港交所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2018

香港股票市場成交金額按投資者類別的分布（2018年）（圖四）

2018現貨市場 
成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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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稅務優勢

香港長久以來以低稅率著名，目前，香

港的利得稅稅率，首 200萬港元利潤稅

率爲8.25%，其後則爲16.5%。與全球不

少地區比較相當低。香港亦無營業稅、銷售

稅、增值稅、資本增值稅等。香港採用地域來

源原則徵稅，源於境外的利潤，不須在香港繳稅。

而無論來自香港或境外的股息，一般亦不須在港繳納預提稅。香港與

中國內地亦有簽署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從內地匯至香港的股

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一般只須5%、7%和7%的預提稅。

二 .進入內地便利

以在內地成立外商獨資企業（WFOE）而言，以香港公司作為控股

公司，比外地公司有不少好處。例如香港公司的註冊文件可以使用

香港本地具有中國委托公證人資格的律師公證，而外國公司必須經

中國大使館公證，而外國公司架構與內地一般有不同程度分別，在內

地成立WFOE的程序較為複雜，需時亦較長，而香港公司架構及註冊

文件為內地熟悉，可以避免以上問題。

四 .聯繫匯率制度

聯繫匯率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優勢，因為其確保港幣長期與美元掛鉤，

外資在港資金可免卻外匯風險，而聯繫匯率制度下，資金可以自由流

動，資金可隨時調動來往香港與世界各地。

三 .法律制度

香港的法律制度源於英國普通法系統，為外國投資者所熟悉，同

時香港有獨立的司法制度，確保法律會被公平公正執行，加上香

港的法律有英文版本，這些特質建立了外國投資者對香港法律制

度的信心，相信在港資產會有充分保障。而且，香港自2006年

與中國內地有協定，香港法院依據商業協約在民商事案件作出支

付款項的判決可申請在內地執行，使外資更具誘因在香港訂立合

約及處理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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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大幅走資機會大嗎?
香港目前局勢最可能會帶來兩個影響。第一是外國投資者可能會認為香港未來的法律制度會有所改變，不再成為

吸引外資的優勢。第二則為外國的反制措施，例如日前美國參議院通過，正待眾議院表決的《香港自治法案》，當

中與受制裁個人或企業有重大業務往來的銀行或金融機構，都可能面對制裁。另外，當美國正式啟動具體措施取

消香港特殊待遇，香港將會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赴美商品將面對與中國貨品同樣關稅、美國亦可能限制技術出

口到香港、收緊簽證審批等。這些措施將會打擊外資在香港投資的利潤與便利程度。

不過，外資來港投資，歸根究底都是為了在中國市場的龐大利益，只要仍可在中國謀利，外資仍然需要成立控股

公司的合適地點，單單在法律制度和便利方面有折損，而其他優勢仍在，上述影響恐怕難對香港的吸引力造成明

顯衝擊。以2018年底數字（以來源地劃分最新數字）計算，非內地直接投資約13萬億港幣，上文提及衝擊聯繫

匯率制度需要走資超過2萬億港元，就等於非內地直接投資約15%，以目前情況來看，出現如此龐大規模走資的

機會是很低的，故聯繫匯率制度仍然相當穩健。

總結

事實上，香港近日不但沒有走資，更受惠於美聯儲及其他央行的貨幣寬鬆政策，使大量外來資金

流入港幣，自4月起連番觸及強方兌換保證，令金管局要入市買入美元同時沽出港元，使本地銀行

總結餘由541.26億港元大幅澎脹1.36倍至1,277.07億（圖五），以1美元兌7.75港元推算，外

匯基金一共吸納了約95億美元。即使近日國安法出台，其中若干部份與本港現存制度存在不同，

但短中期看，本港跟內地連繫的營商投資本質並未改變，故即使引來擔憂，除非內地經濟出現根

本逆轉，否則不會影響港元資金的存量，更惶論對聯匯及香港金融制度造成即時打擊。

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綠線）、 
美元兌港元匯率（黃線）及總結餘（白線）（圖五）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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