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自6月起，儘管一些亞洲貨幣匯價顯著波動， 但港元兌美元現貨匯率維持穩定至

稍微偏強狀態。

• 今年迄今，強方兌換保證沒有被啟動。



• 銀行同業市場流動資金維持充裕。

• 金管局於今年1月至6月增發外匯基金票據以滿足銀行對短期票據的強大需求，

總結餘持續下降。總結餘於9月底為1,639億港元。



• 短期港元銀行同業拆息穩定地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 港元12個月遠期匯率基本穩定。









• 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綜合資本充足比率由2013年3月底的16.6% ，下跌至

2013年6月底的15.9%。比率下跌是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如派發股息、增加

資本開支和貸款增長。綜合資本充足比率仍遠高於 8% 的國際標準。





•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零售銀行貸款組合的資產質素。



• 零售銀行香港業務淨息差（按季年率計）由2013年第 1 季的 1.39%，上升至

2013年第 2 季 1.43%之後，於第3季微跌至1.41% 。淨息差擴闊主要是因為零

售銀行的淨利息收入於第 2 季內增加5%及第3季上升2%所致。零售銀行淨息

差按年率計，亦由2012年首3季的1.37% 擴闊至2013年首3季的1.41% 。

• 由於淨利息收入 (+11.4%) 及非利息收入 (+14.1%) 錄得不俗的升幅，零售銀行

香港業務在2013年首3季的整體除稅前經營溢利較2012年同期增加 17.9%。



• 2013年第3季信貸增長為 5.0%，按年率計為 19.9%。信貸增長加快，是由在

香港境外使用的貸款 (+8.5%) 、貿易融資 (+7.8%)及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3.0%)增長所帶動。

• 金管局會繼續監察銀行業信貸增長的情況。



• 港元貸存比率在由2013 年6月底的84%微降至2013年9月底的 83%的水平。

• 金管局會繼續監察貸存比率的變動情況。



住宅按揭貸款最新數據

2011年
每月平均

2012年
每月平均

6/2013 7/2013 8/2013 9/2013

買賣合約宗數 7,039 6,778 3,740 3,986 3,407 3,686

新申請住宅按揭
貸款宗數

12,644 11,634 9,301 8,424 8,043 7,526

新批出住宅按揭
貸款宗數

9,224 8,210 5,925 6,140 5,399 4,904

住宅物業樓價最新數據

樓價指數 時期 樓價指數

差餉物業估價署
(10/1997=100)

最近高位 8/2013 142

97高位 10/1997 100

中原地產
(6/7/1997=100)

最近高位 8/9/2013 122

97高位 19/10/1997 103



•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按揭市場發展，並會在有需要時推出適當措施，以保障銀行

體系的穩定。



資本標準

•首階段的實施：

− 繼於1月1日實施《巴塞爾協定三》最低資本要求後，為實施相關披露標準的《銀
行業(披露)規則》亦於6月30日生效。所有首階段的標準已成功地在香港實施。

− 已發出補充指引以協助實施。這包括：標準披露模版，以確保資料披露的一致性；
以及就有關計算最低比率的某些技術事項以常見答問形式提供說明指引。

− 於6月底，本地認可機構根據《巴塞爾協定三》計算的資本狀況保持相對穩健，普
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平均超過13%，總資本比率平均約為16%。

•第二階段的實施：

− 現正擬備諮詢建議，於第4季內諮詢業界。這將會涵蓋(i)實施兩項《巴塞爾協定三》
緩衝資本要求的機制；以及(ii)有關識別具系統重要性銀行及對其實施「較高吸收
虧損能力」資本要求的框架。雖然香港並不是任何「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
(GSIB) 的註冊地監管機構，但仍有「具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DSIB)。

− 第二階段《巴塞爾協定三》標準定於2016年1月生效，但有關的法律框架須於一年
前(即2015年1月)完成制訂。我們即將準備明年的草擬規則，並會於適當時候向議
員介紹有關建議。

流動性標準

•因應在首兩輪諮詢收集到的業界意見，金管局於7月就有關在香港實施《巴塞爾協定三》
流動性覆蓋比率的建議展開第三輪諮詢。

•諮詢結果將會融入2014年的規則制訂工作中，以確保於2015年如期實施流動性覆蓋比率。
我們將於明年向議員介紹草擬規則的內容。



• 為提升香港私人財富管理從業員的專業能力和操守水平，及培育和維持業內專才，金管局向

私人財富管理業界及本地的專業團體提供意見及協助其為私人財富管理從業員制定優化專業

資歷框架，涵蓋資歷要求及持續專業培訓。該框架的主體方案已在四月完成業界諮詢，而回

應者普遍表示支持。經考慮收到的意見後，框架的細節已擬備，並正進一步諮詢業界。同時 ，

有關提供及認證相關的培訓課程的籌備工作亦正進行中。

• 金管局是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的保障金融服務消費者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的成

員，一直積極參與制定「二十國集團的保障金融服務消費者的高層次原則」。 在該高層次原

則於2011年10月公布後，專責小組已在研究有效措施以支持落實有關原則。專責小組就制定

支持落實三個優先原則（包括 “ 資料披露及透明度 ”、“ 金融產品及服務供應商及其授權

代理人應有的操守 ”，以及 “ 處理投訴及補償 ”）的有效措施的報告已於2013年 9月舉行

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中獲得認可。專責小組現正研究有效措施以支持落實其餘七個高層

次原則。金管局會繼續參與專責小組的工作。

• 金管局認為消費者的信心和信任是銀行業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柱，而銀行業的持續發展將有助

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為建立和鞏固消費者的信心和信任，銀行應向客戶展示它們以公平

待客和考慮客戶利益的原則經營業務。因此，金管局與銀行業合作推動公平待客約章，藉以

培養銀行內所有階層，尤其是董事和高層管理人員的公平待客文化。公平待客約章參考了本

地與海外的良好做法和「二十國集團的保障金融服務消費者的高層次原則」。約章包含5項公

平待客的高層次原則。全港22 間零售銀行已於2013年10月28日簽署約章，承諾支持及實施有

關原則。



• 金管局將會推出消費者教育計劃，目標旨在教育公眾人士成為精明及負責任的銀

行服務消費者。為求是次計劃取得好的成效，我們成立了「消費者教育諮詢小

組」，成員包括主要持份者如香港銀行公會、消委會、教育局、警務署及投資者

教育中心。該計劃首階段的主題主要包括：(一)使用電子銀行服務/櫃員機的保安

須知，(二)精明及負責任地使用信用卡及(三)了解銀行的服務收費。

• 教育計劃的初期，主要先透過電台節目、宣傳刊物及商場巡迴展覽，向普羅大眾

發放教育訊息。此外，我們亦會於報章、旅遊雜誌刊登專題特稿，提醒公眾人士

在即將來臨的聖誕節及農曆新年，都要以精明及負責任的態度消費。

• 在青少年活動方面，我們與投資者教育中心於2013/14學年合辦全港大專生多媒

體創作比賽，以及一系列於大專院校及青少年中心舉辦的外展工作坊，協助年青

人培養正確的理財及財務策劃的觀念。此外，我們亦會舉辦公眾教育講座，向高

中生宣揚負責任的消費態度。

• 此外，金管局繼續全力支持投資者教育中心，並在不同的工作計劃上緊密合作，

旨在提升香港市民的金融知識水平。



• 根據協議安排，金管局會按照既定的監管啟動機制，在需要發放補償前通知存
保會及向有問題的銀行收集相關資料，從而促進評核和準備工作，以加快發放
補償。

• 資訊系統指引及遵例審查方案已於2013年9月修訂。這些修訂能提高銀行呈交予
存保會的存款資料的全面性及質素，從而加快發放補償。





• 金管局及證監會於2011年10月就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監管制度的建議進行公眾

諮詢，並於2012年7月發出諮詢總結以回應在諮詢期間所接獲的意見，及就新

增／經擴大受規管活動的建議範圍和對有關監察具系統重要性的參與者的建

議發出補充諮詢文件。金管局及證監會於2013年9月聯合發表補充諮詢總結。

• 新的監管制度的詳細規定會以規則形式載於附屬法例。金管局及證監會計劃

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就草擬規則進行公眾諮詢。

• 金融穩定委員會要求其成員地區於今年7月回覆及確認已制訂所需法例及規例

以要求場外衍生工具交易須匯報予交易資料儲存庫。故此在新法例未生效前，

金管局於2013年6月28日發出指引要求持牌銀行間的特定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即利率掉期及不交收遠期外滙合約)須匯報予由金管局所設立的交易資料儲

存庫。該暫行滙報規定由2013年8月5日起實施，並引入某些過渡性安排以確

保順利過渡。

• 本地的交易資料儲存庫已分兩階段實施 ─ 首階段已於2012年12月實施以配合
本地中央交易對手結算所的運作，第 2 階段已於2013年7月實施，以配合強制
性匯報的實施。



• 政府債券計劃的首要目的，是透過有系統地發行政府債券，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的進一步

和持續發展。政府債券計劃為進一步發展本地債券市場提供基礎，使之成為股票市場及

銀行體系以外的有效融資渠道，有助增強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 政府債券計劃屬長期計劃，設有機構債券發行計劃及零售債券發行計劃兩部分。

• 通過擴大投資者基礎，長遠來說政府債券計劃有助提升二手債券市場的活動和增加流通

量，吸引更多大型機構透過本地債券市場發債集資。這將增加本地債券市場的廣度和深

度，從而鞏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 繼2011年及2012年成功發行的第一批及第二批通脹掛鈎債券後，為了凝聚零售債券市場的

發展動力，財政司司長於 2013-14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布，將於政府債券計劃下發

行第三批不超過 100億港元的通脹掛鈎債券予香港居民。其後，政府公布債券的認購期為

6月4日至13日。認購期內共收到逾52萬份有效申請，申請總額約396億港元。申請份數創

本地零售債券市場的新紀錄。債券的最終發行額定為100億港元，並已於6月24日發行，6

月25日上市。

• 財政司司長於 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布，有意將政府債券計劃的規模，由現時

的 1,000 億港元提高至 2,000 億港元，以滿足投資者持續上升的需求。相關建議已於5月22

日獲得立法會批准。



• 由於對亞洲地區經濟增長前景樂觀，近年有越來越多海外基金經理有興趣拓展

亞洲業務。因此，金管局正聯同其他政府機構及業界推動資產管理業的發展，

吸引更多的資產管理公司進入香港，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 自2010年開始，金管局與本地及海外的金融機構進行超過數百次會議，向他們

推介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優勢和可提供的機會。

• 金管局的推廣獲得了正面的回應，有三分之一走訪過的金融機構表示會在香港

投放資源，包括計劃進駐香港，或擴張它們在香港的業務。今後，金管局會繼

續利用自身作為監管機構和機構投資者的獨特角色來推動香港資產管理業務的

發展。

• 在平台建設方面，金管局不時檢視關於香港資產管理行業的法律、監管及稅務

等事宜，從而提供推動行業發展的政策建議。金管局亦協助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和其他機構落實財政司司長在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佈的新措施，例如讓

私募基金享有離岸基金的稅務豁免安排。



• 根據證監會的調查報告，2012年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資產總值當中，有65%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顯示香港繼續是國際投資者首選的投資平台。

• 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持牌法團從2008年的680間上升至2013年6月的914

間。

• 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持牌人士從2008年的4,893人上升至2013年6月的

6,908人。

• 在亞太區，香港在多個資產管理領域都具有領先地位:

1. 香港是區內第二大私募股權基金中心，並擁有375家私募股權公司（截至

2013年9月）。

2. 香港是亞洲第二最活躍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市場。 2012年香港交易所交易

基金的成交額有673億美元。

3. 目前有超過 60% 有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II）額度的公司及所有有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額

度的公司在香港設立據點。

4. 香港是亞洲最大的對沖基金中心，對沖基金從2010年的538個上升到2012

年9月的676個。





金融基建的運作

• 港元、美元、歐元及人民幣的即時支付系統和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均保持

運作暢順。

交易資料儲存庫

• 於2012年12月推出交易配對及確認服務以支援場外衍生工具交易在本地進行

中央結算。儲存庫的交易匯報服務亦已於2013年7月推出，以支持臨時性匯報

要求於2013年8月的實施。



電子賬單收付服務

• 自金管局於2012年9月公佈一系列的零售支付發展藍圖以來，在業界的支持下，我們在多

個範疇都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

• 首先，電子賬單收付服務將於今年12月推出。截至目前為止，23間銀行包括大部分零售銀

行已確認會於今年年底或明年陸續推出相關服務，讓市民使用及受惠於一站式的電子賬單

收付服務帶來的便利。

• 電子賬單收付服務提供一個多功能及支援多種貨幣的綜合服務。服務範圍包括商戶與個人

(B-2-P)及商戶與商戶(B-2-B) 之間的電子賬單發送及支付、跨境電子賬單發送及支付、以

及網上捐款及電子收據發送。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賬單均可處理。

• 為了加深公眾對服務的瞭解，金管局與業界將於今年年底開始舉辦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

括印製電子單張/推廣小冊子及舉行發布會等。

NFC 流動支付服務

• 金管局與香港銀行公會成立的工作小組將於今年11月底公佈一套標準及指引供銀行採用。

• 標準及指引涵蓋三個範疇，包括終端設備與系統和手機之間的互通標準、NFC 流動支付服

務的操作指引，以及服務的安全措施。

• 金管局認為市場主導發展的共用基建平台較適合香港的發展，而個別發卡機構研發的共用

基建平台將於今年底建成，正好滿足市場上不同銀行的需求。

• 我們預期不同類型的流動支付服務將會推出市場。



• 建議的修訂將賦予金管局對儲值支付產品進行監管和強制執行的職能，以及對零

售支付系統的監督職能。目的在於確保對消費者的充分保障，確保香港相關的產

品及系統的安全與穩健。

• 在考慮了非正式業界諮詢過程中收集到的一些初步意見之後，金管局於2013年1

月底完成了一輪面向業界超過30家市場參與者的正式業界諮詢，所收到意見書顯

示業界對相關立法提議普遍支持。

• 公眾諮詢收到的建議普遍正面。我們正在分析這些建議，並考慮在需要的地方採

納有關建議並對政策作出適當調整。





 2013年首九個月，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額達到 26,166億元人

民幣，比去年同期增加 36%。往內地與往香港的貿易結算支付的比例約為

1：1.2。



• 2013年9月底，人民幣客戶存款及存款證餘額分別為 7,300億及 1,776億元人民

幣，兩者合計為 9,076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底的 7,202億元增加 26%。

• 其中，非香港居民個人客戶已開立超過 77,000 個人民幣帳戶，存款額超過

130億元人民幣。

• 人民幣點心債券市場持續發展。雖然受到早一段時間國際市場的調整所影響，

人民幣點心債的發行在7月和8月放緩，但發行量由9月中開始恢復。2013年首

九個月的發行量為 754億元人民幣，9月底的未償還債券餘額達 2,930億元人

民幣。人民幣銀行貸款業務亦持續增長，2013年9月底的貸款餘額達到 1,071

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底增加 36%。



• 香港金管局與英國財政部在9月26日於香港聯合籌辦了《香港與倫敦人民幣合作

小組》第三次會議。與會銀行代表同意致力擴大和深化離岸人民幣市場，以及

配合中國內地跨境交易管道的擴大而積極提供相關服務，並就人民幣貿易結算

及銀行服務、融資及投資、以及銀行間業務的具體工作進行詳細討論。

• 此外，合作小組亦舉辦了一個由企業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參與的研討會，加強企

業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對人民幣業務的認知。

























於2012年11月推出三項優化安排

• 將借款人的最低年齡由 60 歲降至 55 歲

• 將用作計算年金的樓價上限由 800 萬港元調升至 1,500 萬港元

• 提高一筆過貸款的金額上限

三項優化措施的市場反應

三項優化措施於 2012年11月推出。截至 2013年9月底︰

• 60 歲以下人士的申請佔總申請宗數約 24%

• 超過28%的新申請有提取一筆過貸款，而優化措施推出前為14%

• 共有37 宗申請的物業估值超過 800 萬港元，其中24 宗為優化措施推出後提出

之申請



• 行業分類 （按成功獲批之八成擔保產品申請）

• 2013年3月推出之再優化措施：因應業界的意見能進一步滿足企業的融資需要，按
揭證券公司於2013年3月在八成擔保產品下推出再優化措施。在考慮合資格企業及
其「關連公司」兩者獲批擔保的貸款額是否已超出上限1,200萬港元的時候，按揭
證券公司可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兩者的申請是否可被視作獨立申請，而其中的考
慮因素會涉及該企業及其「關連公司」的業務性質。

製造業 成功獲批之申
請(宗)

% 非製造業 成功獲批之
申請(宗)

%

紡織及製衣 431 5.6 貿易 3,438 45

電子產品 198 2.6 批發及零售 642 8.4

塑膠產品 156 2 建築 188 2.4

印刷及出版 145 1.9 工程 183 2.4

金屬製品 128 1.7 交通及物流 180 2.3

珠寶/手錶/時鐘 121 1.6 專業服務 91 1.2

玩具 119 1.6 飲食 90 1.2

手袋及衣服配
件

99 1.3 室內設計/裝修 61 0.8

其他 698 9 其他 684 9

總數 2,095 27 總數 5,557 73



1)  行業分類（按成功獲批之申請計算）

– 服務行業 42宗 (47%)

– 零售 29宗 (33%)

– 批發 12宗 (13%)

– 資訊科技 3宗 (3%)

– 製造業 2宗 (2%)

– 其他 1宗 (1%)

* 由於進位關係，表內個別百分比之和可能不等於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