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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為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

註: 東盟五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泰國及越南。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部份經濟今年增長預測被下調變種病毒擴散令疫情反覆

註: 圖中所示病例數目為7天移動平均值。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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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經濟復甦步伐參差

註: 數據為2021年第二季GDP。

資料來源：CEIC及金管局職員計算

部分經濟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亞太區經濟上半年普遍復甦

註:數據為上半年GDP。

資料來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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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減少買債或引發金融市場波動

資料來源：CEIC

減少買債可能引發債市波動實體經濟及通脹邁向政策目標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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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有可能流出亞太區，但影響或較2013年溫和

資料來源：EPFR

資金流有可能出現逆轉

註: 亞太區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印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澳洲和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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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增長回軟，但中長期趨勢穩定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及金管局職員估計數字

經濟增速受疫情影響而回軟 經濟展望及政策措施

經濟展望
• 內需持續復甦但疫情仍可能反覆

• 去槓桿行業短期內面臨壓力，但整
體風險可控

• 全球復甦將繼續支持外需，但供應
鏈尚未完全恢復

政策措施
• 繼續防範系統性風險

• 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及積極的財政
政策為“穩經濟”提供保障



8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本地生產總值顯著增長 零售及食肆收益回穩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香港經濟上半年顯著復甦

註: 由於2021年1月及2月數字受到農曆新年時間及疫情
導致基數較低影響而較爲波動， 因此把兩個月合計分析。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及Markit 9

營商氣氛保持穩定

預料下半年經濟將繼續回穩

失業率隨經濟復甦而下跌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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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港元匯率穩定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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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銀行存款平穩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 已撇除新股認購貸款所產生的存款

總存款額# 港元存款#

2021年4月 0.3% 0.1%

5月 1.2% 0.8%

6月 0.3% 0.7%

7月 0.0% -1.3%

8月 -0.1% -0.3% 

由年初至8月 2.7% 2.0%

按月變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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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樓價重返高位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及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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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樓市交投放緩

資料來源：土地註冊處



14

• 全球經濟繼續復甦但步伐受變種病毒及疫苗普及進度
等因素影響

• 美聯儲減少買債有可能引發資金流逆轉並妨礙區内
經濟復甦，但影響或較2013年溫和

• 香港銀行體系有充足資本及流動性，抗震能力充裕

•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市況，根據聯繫匯率制度確保
香港貨幣穩定

• 市場有可能出現大幅波動，市民須小心管理風險

香港金融體系非常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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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表現

信貸溫和增長，資產質素維持健康水平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註 : *所有認可機構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
16



合力抗疫支持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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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銀行信貸援助個案(截至2021年9月)：
 企業客戶：77,000宗 (8,800億港元)
 個人客戶：46,000宗 (510億港元)

延長「預先批核
還息不還本」計劃

• 9月宣布，合資
格中小企貸款本
金還款期再延長
6個月至2022年4
月底

優化中小企融資
擔保計劃

• 八成、九成及百
分百擔保特惠貸
款延遲償還本金
增加至最長24個
月，申請期延長
至2022年6月底

延長百分百擔保
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 延 長 申 請 期 至
2022年4月底



立法工作

國際標準

• 巴塞爾經修改的銀行基金股權投資資本要求

 2022第1季︰修訂《銀行業(資本)規則》

• 巴塞爾資本協定三最終改革

 2022第4季及2023第1季︰修訂《銀行業(資本)規則》

 2023第1季︰修訂《銀行業(披露)規則》

• 相應修訂及其他技術上的更新

 2023第1季︰《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處置機制

• 《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合約確認暫停終止權——銀行界)
規則》自2021年8月27日起實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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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主要指數相繼納入人民幣資產，債券通「北向通」交投
持續上升

20

• 債券通「南向通」於2021年9月24日正式開通，為内地機構投
資者新增渠道，透過香港市場投資境外債券

• 金管局於2021年9月10日公布了「跨境理財通」的實施細則。
銀行完成相關準備工作後可啟動「跨境理財通」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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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香港金融平台 – 綠色金融

• 由金管局與證監會共同主持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跨機構督導小組於2021年7月宣布了下一步行動，
重點推進氣候相關披露和可持續匯報、碳市場機
遇，以及新成立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以統籌
跨界別培訓、研究和政策制訂方面的工作

• 金管局正積極籌備新一批綠色債券包括綠色零售
債券，推動香港綠色金融發展

• 金管局正協助政府落實2021年5月推出的「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透過資助部分發債和外
部評審服務支出，吸引更多綠色和可持續融資活
動來港進行。市場初步反應熱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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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最新發展

• 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鼓勵金融業界於
2025年前全面應用金融科技。該策略的五大主要
範疇為：

1. 全面推展銀行數碼化

2. 加深批發和零售層面央行數碼貨幣研究

3. 發揮數據基建潛能

4. 擴展金融科技人才庫

5. 善用資源政策支持發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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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國債收益率走勢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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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市延續升勢惟中港股市表現疲弱



投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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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的估值變動。

# 主要為外幣資產在扣除匯率對沖部分後換算至港元所產生的估值變動。

@ 包括長期增長組合持有的私募股權及房地產投資的估值變動。

有關數字為截至2021年6月底的估值變動，尚未反映7至9月份的估值。

I      2021     I 2020 2019
(未審計)

(億港元) 1至9月 第3季 全年 全年

香港股票* (138) (263) 40 221
其他股票 457 (7) 699 1,007
債券 95 82 927 1,145
外匯# 84 56 96 (130)
其他投資@ 767 - 596 379
投資收入/(虧損) 1,265 (132) 2,358 2,622



收入及支出

* 2021、2020及2019年的息率分別為 4.7%、3.7%及 2.9% 。

# 未包括2021年度應支付予未來基金的款項。有關數字需待2021年的綜合息率確定後方可公布。

(2020及2019年度綜合息率分別為 12.3%及8.7%，而有關年度應支付予未來基金的款項分別為372億港元及244億港元。) 28

I      2021     I 2020 2019
(未審計)

(億港元) 1至9月 第3季 全年 全年

投資收入/(虧損) 1,265 (132) 2,358 2,622
其他收入 2 1 2 2
利息及其他支出 (47) (14) (146) (248)
淨收入/(虧損) 1,220 (145) 2,214 2,376
支付予財政儲備的款項*# (263) (83) (698) (538)
支付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基金及法定組織的款項* (124) (45) (11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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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截至2021年9月30日，已批出約43,700宗申請，金額約733
億港元。約28,700宗申請選擇了還息不還本

 申請期將延長六個月至2022年6月30日

• 八成及九成信貸擔保產品：

 截至2021年9月30日，已批出超過25,600宗申請，涉及金額
約992億港元。約1,800宗申請選擇了還息不還本

• 由2021年10月6日起，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還息不還本安
排，由最多18個月增加至最多24個月；還息不還本安排的申請
期延長至2022年6月底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提供額外350億
港元財政承擔額，總承擔額因此增加至2,180億港元 30



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 截至2021年9月30日，已批出超過31,200宗申
請，涉及金額約22億港元，平均每宗貸款額約
69,400港元

• 政府於今年9月21日宣布，計劃的申請期延長
至2022年4月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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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揭保險計劃

• 在2021年，截至9月30日，共批出約46,500宗
申請，其中超過36,300宗為計劃於2019年10月
修訂後新按保範圍內的申請。獲批申請中超過

九成為首次置業人士

• 為借款人提供「還息不還本」或延長還款期的

安排，以協助減輕他們的還款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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