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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月17日
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IFFO)在第10屆
亞洲金融論壇中舉辦兩場基建投融資活動。

1月27日
金管局公布，由2018年1月1日起香港適用的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由1.25%上調至1.875%。

02 
2月22日
政府宣布在政府債券計劃下成功發售第三批

伊斯蘭債券。

2月28日
香港銀行公會（銀行公會）及 IFFO合辦「一帶
一路基建融資風險緩釋研討會」。

03 
3月16日
金管局宣布，因應美國於3月15日（美國時間）
調高聯邦基金利率，基本利率根據預設公式

上調25基點至1.25厘。

金管局在香港主辦首屆以「樹立良好的香港

銀行業文化」為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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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至24日
IFFO舉辦高層「債權融資及投資者圓桌會議」，
讓與會者分享參與公私營機構提供的共同融

資計劃的經驗和機會。IFFO亦在會議期間擬
定一份新興市場基建投資參考清單，列出投

資新興市場需予考慮的因素。

3月24日
金管局推出網站專頁和專用電郵，收集有關

開設及維持銀行戶口的意見和解答疑問。

銀行

網址：http://www.hkma.gov.hk/ 
chi/other-information/ac-opening/
專用電郵：

accountopening@hkma.gov.hk

3月27日
金管局與香港銀行學會舉辦2017香港資訊及
通訊科技獎「最佳金融科技獎」頒獎典禮。

04 
4月1日
金管局設立處置機制辦公室，根據《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條例》（第628章）（《處置機制條例》）
落實適用於銀行的香港處置機制。

4月5日
金管局及私人財富管理公會宣布推出「私人

財富管理先導人才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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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
政府與金融監管機構，即金管局、保險業監

管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就根據《處置機制條例》第75條以附屬法例形
式訂立受保障安排規例的公眾諮詢，發表諮

詢總結。

4月10日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宣布，董事局原則上

批准推出嶄新的終身年金計劃，讓65歲或以
上的投保人於存入一筆過保費後即時開始提

取年金直至終老。

4月11日
金管局、投資推廣署及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合

辦「『一帶一路』機遇」主題研討會，向在香港

的內地企業推廣香港平台的優勢，把握「一

帶一路」的機遇「走出去」。

4月27日
第四次香港與澳洲人民幣貿易與投資對話在

澳洲悉尼舉行，繼續合作推廣離岸人民幣業

務。

05 
5月12日
政府憲報刊登《〈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及《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受

保障安排）規例》。

金管局推出措施加強銀行對地產發展商貸款

的風險管理。

5月14日
金管局總裁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在「資金融通」主題

會議上發言。

5月19日
金管局推出第8輪按揭貸款的逆周期宏觀審
慎措施，提升銀行風險管理及抗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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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
《環球外匯守則》於倫敦舉行的環球外匯委員

會會議上獲認可後發布。金管局為環球外匯

委員會成員。

5月26日
金管局、警務處與銀行公會共同推出為期12
個月的「反訛騙及洗黑錢情報工作組」先導計

劃，以加強公私營機構在偵查、預防及制止

嚴重金融罪行及洗黑錢活動方面的合作。

06 
6月2日
金管局與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發展服務辦公

室（深圳金融辦）同意加強兩地合作，為銀行

及其他金融機構創造更有利開發及應用金融

科技的環境。

 

6月7日
香港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成

員。

6月8日
金管局宣布私人財富管理公會採納《私人財

富管理行業公平待客約章》。

6月15日
金管局宣布，因應美國於6月14日（美國時間）
調高聯邦基金利率，基本利率根據預設公式

上調25基點至1.50厘。

6月23日
在政府債券計劃下發行第二批銀色債券。

6月27日
金管局及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廣州分行

在廣州舉行發布會，聯合啟動粵港跨境電子

帳單及繳費服務。

金管局與證監會就有關建議調整場外衍生工

具監管制度下「場外衍生工具產品」涵蓋範

圍的聯合諮詢發表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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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金管局總裁主持世界銀行集團成員國際金融

公司與瀚亞投資（兩者均為 IFFO合作夥伴）的
協議簽署儀式，就國際金融公司的「聯合貸

款組合管理計劃」基礎設施專案籌集5億美
元。該計劃旨在向機構投資者籌集新興市場

基建項目的資金。

07 
7月3日
「債券通」開通，為境外機構投資者買賣內地

市場的債券提供便捷的跨境平台。

7月4日
國務院批准提高香港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投資額度，由2,700億元人民幣增加至
5,000億元人民幣。

7月7日
根據《處置機制條例》設立的處置機制生效，

同時財政司司長根據《處置機制條例》指定金

融管理專員為25個跨界別集團的主導處置機
制當局。

7月18日
繼香港於6月7日成為亞投行成員後，金管局
主辦與亞投行的分享會。

7月27日
金管局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合辦「金融科

技人才培育計劃」迎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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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至8月4日
IFFO聯同國際金融公司與哈佛大學肯尼迪政
府學院合辦高級行政人員培訓課程，探討公

私營夥伴合作及項目融資。

08 
8月4日
金管局根據《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

（第584章）指定4個零售支付系統。

8月15日
金管局舉辦「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I)工作坊」。

8月25日
金管局、銀行公會及存款公司公會聯合宣

布，香港的商業信貸資料庫於2017年12月
1日起擴大涵蓋範圍。

09
9月5日至7日
金管局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合辦

「2017年香港高級銀行家研修班」。

9月11日
IFFO於「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期間主持專題討
論環節，推廣香港在抓緊「一帶一路」融資機

遇的獨特優勢。

9月18日
金管局與財資市場公會在香港合辦「2017財
資市場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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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
金管局與國際金融公司於倫敦簽訂協議，就

為新興市場而設的「聯合貸款組合管理計劃」

作出10億美元承諾，支持國際金融公司於百
多個國家的項目融資，涵蓋基建、電訊、製

造、農業及服務等範疇。

金管局與瑞士聯邦財政部轄下國際金融事務

秘書處在瑞士伯恩舉行首次香港與瑞士金融

合作對話。

9月19日至21日
金管局與香港數碼港率領歷來規模最大的金

融科技考察團訪問倫敦，促進合作及開拓商

機，並推廣香港作為亞洲金融科技領先樞紐

的角色。

9月21日
金管局在倫敦主持「香港：接通『一帶一路』

機遇的門戶」研討會，是次研討會為香港貿

易發展局在倫敦舉行的「邁向亞洲首選香港」

推廣活動的一部分。

9月29日
金管局公布一系列推動香港邁向智慧銀行新

紀元的措施，包括開發「快速支付系統」、推

出「金融科技監管沙盒」2.0升級版、引入虛
擬銀行、推出「銀行易」、促進開放API、加
強跨境金融科技合作，以及提升科研及人才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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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月20日
《2017年銀行業（資本）（修訂）規則》、《2017
年銀行業（流動性）（修訂）規則》及《2017年銀
行業（指明多邊發展銀行）（修訂）公告》刊憲。

10月25日
金管局舉辦「金管局金融科技日」，活動包括

跨境合作、分布式分類帳技術 (DLT)、監管及
開放API座談會，以及支付、DLT、大數據、
人工智能及開放API工作坊。

金管局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金管局）

簽訂及交換合作協議，加強雙方的金融科技

合作。

金管局宣布加強與深圳金融辦的金融科技合

作，包括合辦金融科技創新獎、軟落地支援

及人才培育計劃。

金管局發表第二份DLT白皮書，確認DLT的
發展潛力，但同時指出DLT並不能通盤適用
於所有金融業務。

國家財政部在香港舉行美元主權債券推介會。

10月27日
金管局發出通告，要求註冊機構加強互聯網

交易服務的保安措施，應對黑客入侵風險。

11
11月1日
金管局及私人財富管理公會宣布，2018至
2019年度「先導人才培訓計劃」培訓名額將
增加至約50個。

11月10日
金管局作為支持機構，參與由國務院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合辦的「一帶一路」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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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金管局與新加坡金管局於新加坡交換《諒解

備忘錄》，合作開發名為「全球貿易連接網絡」

的跨境DLT基建，推動兩地貿易及貿易融資
業務數碼化，目標是將網絡擴大至區內以至

全球。

11月24日
金管局與證監會發出通函，重點載述就同一

金融集團轄下的註冊機構及持牌法團在銷售

自家產品時可能產生的潛在利益衝突進行的

聯合主題檢視中所觀察到的事項。

銀行公會宣布與易辦事公司及一連鎖便利店

合作，於2018年3月初在34間分店試行讓長
者以「易辦事」在店內免購物提款的服務。

11月27日
人民銀行與金管局公布續簽為期3年的貨幣
互換協議，協議規模為4,000億元人民幣。

11月28日
金管局推出「金融科技監管沙盒」2.0版其中
一項新增功能「金融科技監管聊天室」。

11月29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

特區）2017年第四條磋商發表初步總結，讚
揚香港特區有強大的緩衝空間及穩健的政策

框架，包括充裕的財政儲備、健全的金融規

管及監管制度，以及聯繫匯率制度，具備充

足條件應對各項挑戰。

12
12月7日
金管局與迪拜國際金融中心的迪拜金融服務

管理局簽訂《合作協議》，加強雙方的金融科

技合作，促進兩地金融創新。

12月14日
金管局宣布，因應美國於12月13日（美國時
間）調高聯邦基金利率，基本利率根據預設公

式上調25基點至1.7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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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第七次由私營機構代表組成的香港及倫敦金

融服務合作小組在香港召開會議。雙方在會

議上宣佈，倫敦金融城加入成為 IFFO的合作
夥伴，並同意進一步探討貿易融資數碼化的

合作。

12月20日
金管局歡迎國家開發銀行於香港首次發行「一

帶一路債券」，為「一帶一路」國家的項目提

供融資。

12月28日
金管局、銀行公會及平等機會委員會聯合發

布以少數族裔社群7種常用語文翻譯成的銀
行服務資訊。

12月29日
金管局完成對具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D-SIB）
名單的年度評估，並指定6間銀行為D-S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