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裁報告

2021年是整裝待發、邁步向前的一年。

2021年疫情踏入第二年，繼續在各地肆虐：全球供應

鏈飽受衝擊、通脹壓力上升、全球金融狀況過早收緊

的風險有所增加。新冠病毒變異株的出現，以及地緣

政治緊張局勢升溫，更平添不少變數。儘管宏觀環境

波譎雲詭，我們繼續確保貨幣與金融穩定，並維持運

作穩健。

隨着新冠疫苗成功推出，以及多個經濟體實施寬鬆貨

幣及財政政策，2021年亦為經濟復甦帶來希望，全球

經濟在2020年嚴重收縮後開始恢復增長。本地方面，

政府推行疫苗接種計劃以及提供重要抗疫支援措施

促進經濟復甦，有助香港經濟扭轉2019及2020年的

收縮情況，並於2021年錄得6.3%增長。

金融及貨幣體系維持堅穩，以及宏觀環境轉趨穩定，

讓我們得以在2021年進行更多發展工作。我們趁此

機會全力推進有助金融業保持高競爭力的發展措施，

並在三個重點策略範疇，即金融科技、綠色金融及香

港作為通往內地的門戶所產生的內地市場機遇，取得

重大進展。

踏入2022年，全球環境轉壞。然而，縱使面對困難，

我們仍會無懼挑戰，沉着應對，繼續推進各項發展目

標及工作重點，為下一輪的挑戰作更充分的準備，並

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我們亦會一如既往，

在重重挑戰下，繼續緊守崗位，致力確保香港的貨幣

及金融體系維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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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及金融穩定：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

聯繫匯率制度（聯匯制度）自1983年實施至今，一直

是香港金融體系的重要支柱，讓香港成功抵禦一次又

一次的衝擊與挑戰。儘管有關新冠疫情的不明朗因素

持續，以及市場對美國收緊貨幣政策的步伐感到憂

慮，年內港元匯率及貨幣市場繼續有序運作，反映聯

匯制度穩健有效。

各界對我們制度的信心並非一朝一夕的成果，而是有

賴多年來所建立的穩固根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

《2021年對外部門報告》中重申，聯匯制度的公信力

建基於具高透明度的運作規則、充裕的財政及外匯儲

備、穩健的金融監管、靈活的經濟和審慎的財政制

度。

這份信心亦是我們致力與公眾及市場溝通，以及進行

有效監察的成果。在監察方面，我們借助科技及數據

分析技術提升能力，讓我們可更適時及全面地對金融

穩定及宏觀審慎監察作出分析。

銀行體系維持穩健，對香港金融穩定至關重要。新冠

疫情爆發兩年多以來，本港銀行繼續穩健經營，按國

際標準而論，流動性水平及資本額表現出色。於2021

年底，本地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為20.2%，遠高於8%

的最低要求；於2021年第4季，大型銀行的平均流動

性覆蓋比率為151.9%，亦遠高於100%的法定最低要

求。儘管疫情下信貸環境緊張，年內銀行體系的資產

質素大致保持穩定；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於2021年底

為0.88%，相比2020年底的0.90%有所下跌，並遠低

於自2000年以來的長期平均水平1.8%。

銀行體系：經濟支柱

銀行業向來是支撐經濟活動的重要一環。面對新冠疫

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這角色更形重要。過去一年的

其中一項主要挑戰，是如何在妥善管理銀行體系的信

用風險，以及確保銀行業繼續為實體經濟提供支持兩

者間取得平衡。憑藉我們過去多年來的監管工作，銀

行繼續有效管理信用風險。與此同時，我們與銀行緊

密合作，透過「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及其他紓

困措施，及時向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支援。金管局在

2020年聯同「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推出「預

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按預先批核原則讓合資格

企業客戶延遲償還貸款本金6個月。鑑於部分行業的

經營環境仍然受疫情持續影響，繼續需要信貸援助，

該計劃在2021年兩度展期，至2022年4月。其後，由

於本港爆發新一波疫情，2022年2月再次延長「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至2022年10月底。銀行業本

身的營運雖然亦因為疫情而面對不少困難，但仍然與

金管局攜手合作，協助企業及個人客戶應對資金周轉

壓力，實在令人鼓舞。

除了信貸環境充滿挑戰，疫情亦令經營環境變得更加

困難，並增加了數碼環境面對的網絡威脅。我們已加

強措施提升銀行業的運作穩健性及網絡防衛能力。同

時面對數碼化步伐加快及「網絡釣魚」騙案急升的情

況，我們亦推動銀行加強消費者及投資者保障，其中

《銀行營運守則》已作出修訂，以提升數碼金融服務

的消費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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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監管工作外，我們亦致力推動普及金融及銀行業以

客為本的文化。方便有需要的客戶使用銀行服務是我

們的重點關注範疇之一，我們一直與業界緊密合作制

定行業指引。繼推出有關無障礙銀行服務以及為智障

人士提供銀行服務的指引後，業界在金管局支持下，

於2021年12月再發出指引，列載銀行業為認知障礙

症患者及有需要的客戶提供銀行服務時應採納的原

則及良好做法。

為支持銀行業持續發展，迎向未來，銀行從業員必須

具備全新的技能，以把握未來的發展機會及應對全新

的挑戰。有見及此，金管局制定了一套全面的人才發

展策略 —「 連接人才與未來」，以更有系統、更具

針對性的方式培育新一代的人才，以及提升現有從業

員的技能。這項新策略包含三大「連接」方向：連接

學生與銀行業，連接銀行從業員與未來銀行業，以及

連接業界主要持份者，加強合作以落實此策略。我們

已推出連串推廣及宣傳活動，吸引更多學生入行。我

們聯同香港銀行學會推出「銀行業銜接課程」，其中

包含連串短期課程，涵蓋銀行業的實用知識以及有龐

大需求的軟技能，好讓大學生為未來的事業發展做好

準備。此外，我們一直與業界緊密合作，透過提供適

切的培訓課程，讓現有銀行從業員提升技能。「銀行

專業資歷架構」亦於2021年12月推出「金融科技」新

單元。

金融業人才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發展至

關重要。我們將會與所有持份者通力合作，為銀行業

的未來發展擴大人才庫。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如磐石、商機

無限

香港能為各界提供無盡商機，正好反映其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競爭力。市場普遍認同，全球金融科技應

用、內地金融市場開放，以及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發展

的趨勢，為香港金融業的未來發展創造了巨大的機

遇。金管局投放了大量資源，善用香港獨有優勢，以

充分把握這些契機。接下來首先讓我介紹金融科技及

內地機遇這兩個範疇。

全面應用金融科技

疫情清楚顯示金融科技的力量，更永久改變了客戶在

使用金融服務方面的行為模式。為確保我們在全球金

融科技領域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以及充分發揮金融科

技的潛力，我們必須構建一個能在不同層面讓各階層

人士都體會到金融科技的價值的生態環境。

在這個願景驅動下，我們制定並於2021年6月公布「金

融科技2025」策略，旨在協助金融業於2025年前全面

應用金融科技。該策略包含五大主要範疇，涵蓋成功

構建相關生態環境所必須的元素，以及讓此生態環境

生生不息長遠發展下去的適當因素。該策略的首兩個

部分，即「全面推展銀行數碼化」及「加深央行數碼

貨幣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金融科技應用製造更多

需求。該策略的其他部分涉及數據、基建、人才與資

源，均為支持香港金融科技生態發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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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該策略下推出了多項新措施，例如「大灣區金

融科技測試工具」，讓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就跨境金

融科技項目進行測試，並盡早獲得監管機構及用戶的

回饋，還有利用替代數據促進中小企貸款的「商業數

據通」試點項目。我們又加強對批發層面央行數碼貨

幣的跨境應用的研究，並探討數碼港元的可行性；這

些措施將有助香港就央行數碼貨幣的應用作出周全

的準備，繼而為香港金融基建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奠

定基礎。

除了充分把握科技發展帶來的新機會，我們亦繼續鞏

固現有成果及密切留意可能出現的新風險。例如，

2018年推出的「轉數快」經過幾年迅速發展後，在

2021年底的登記數目已達到960萬個，按年增加

40%，在2021年錄得的即時支付平均每日交易量亦較

2020年增長九成，達到約673,000宗。另一方面，鑑

於加密資產尤其是用作支付用途的穩定幣快速發展，

我們今年較早時已發出討論文件，廣邀社會各界就制

定合適的監管架構提出意見。

我們這個具前瞻性的新策略，將為金融科技生態環境

的健康發展奠定基礎。隨着銀行界增加應用金融科技

以把握由此而來的機遇，最終將可同時惠及金融機構

和廣大市民，亦會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

力。

香港作為通向內地的主要門戶

香港在接通內地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方面一直發揮

策略性的作用，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他們所熟悉的制度

及平台，方便進行各類金融、投資及財富管理活動。

《十四五規劃綱要》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資產管理中心與風險管理中

心的地位。結合環球經濟發展趨勢，我們有更強的信

心，香港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樑作用只會不斷提

升。

2021年，互聯互通邁進新里程，再添兩個新成員，即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及債券通「南向通」，進

一步完善包括股票、債務及財富管理等金融環節的雙

向循環和聯通。這兩個計劃為香港開拓更多新機遇，

透過滿足內地投資者更趨多元化的需求，擴大香港債

券市場及財富管理業的覆蓋面。兩個計劃推出以來運

作暢順，金管局將繼續與內地當局保持聯繫，更好地

發揮和提升各項聯通計劃的功能和作用。

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香港於2021年亦在

各項離岸人民幣業務，包括銀行存款、貿易結算、支

付交易及債券發行方面錄得出色的成果，以下試舉一

些例子。受惠於「港股通」及「債券通」成交額大幅增

長等因素，人民幣存款於2021年底達9,447億元人民

幣，較2020年上升25%。年內在香港發行的離岸人民

幣債券更錄得按年87%的驕人升幅，達到1,096億元

人民幣。當中深圳市人民政府於10月在香港發行價

值50億元人民幣的離岸人民幣債券，是內地市政府

首次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為內地其他地方政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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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香港作為集資平台開創了示範作用。2017年7月開

始進行交易的債券通「北向通」成為海外投資者參與

內地在岸債券市場的重要渠道，每日平均成交額達

260億元人民幣，是推出初期的17倍，佔國際投資者

現時在岸債券成交額超過五成。上述只是其中一些例

子，但已充分反映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的獨特地位。

外匯基金：審慎投資力爭長期回報

在2021年，環球金融市場於波動的市況中開始復甦。

外匯基金錄得1,919億港元的投資收入，投資回報率

為4.1%。我們一方面緊記要保障外匯基金長期購買力

的責任，另一方面亦致力多元化投資，以取得較高的

長期投資回報。於2021年，涵蓋私募股權及房地產

的「長期增長組合」繼續表現理想，自開展投資以來

的內部回報率年率為15.4%。

展望未來，環球投資環境將繼續波動。需要注意的風

險包括上升的通脹壓力、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伐、新

病毒變異株的陰霾，以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我們

將繼續靈活地管理外匯基金，按需要採取防禦性部

署，同時維持高流動性，以應付任何經濟環境欠佳的

情景。我們將一如既往，恪守「保本先行，長期增值」

的原則管理外匯基金，繼續為香港市民審慎投資。

可持續發展：建設更綠色的金融體系及

更可持續的未來

氣候變化是現今全球最迫在眉睫的挑戰之一。就金融

業而言，氣候變化既有危亦有機。香港可充分利用及

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支持香港2050年達

致碳中和的目標，並引導資本流向可持續發展的活

動。

過去一段時間，金管局一直致力於加強鞏固香港金融

體系，以共建更綠和更可持續的未來。香港是首個亞

洲地區具體承諾在2025年或以前推動相關行業必須

按照金融穩定理事會轄下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

組的建議作出披露。於2021年，我們亦發表聲明支

持「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作出的《格拉斯

哥宣言》，重申承諾落實該網絡的建議，採取必要措

施進一步綠化金融體系。

今年我們已展開可持續發展旅程的新篇章，而《二零

二一年年報》也呼應這新旅程新增了一整章的篇幅，

作為首份可持續發展報告，闡明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策

略及金管局在履行作為銀行業監管機構、市場促進

者、負責任投資者的主要職能時或金管局作為一間機

構本身，如何融入可持續發展的考慮因素。在這全新

一章裏，大家會了解到我們在這些主要範疇的重大工

作成果及更豐富的披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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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為銀行業監管機構，為增加銀行體系面對氣

候風險的抗禦能力，我們制定監管架構，闡明銀行為

管理及披露氣候風險所須符合的監管規定。涵蓋27

間參與銀行的氣候風險壓力測試試驗計劃於2021年

完成，結果顯示即使面對極端的氣候相關衝擊，香港

銀行體系仍能保持穩健。此項計劃同時亦有助銀行提

升量度及評估氣候風險的能力。

第二，市場發展方面，我們聚焦於提升香港作為區內

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位。

2021年是豐收年，我們協助政府設立了全球首個專

注於綠色債券的政府類別「全球中期票據發行計劃」，

發行接近65億美元等值的不同幣種、不同年期機構

綠色債券，並推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統籌跨界

別的培訓及數據工作。2021年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和

可持續債務工具總額達570億美元，是2020年的4倍。

第三，作為負責任的投資者，金管局按照氣候相關財

務披露工作小組的建議，首次披露外匯基金資產組合

的氣候情境分析及碳足跡指標。股票組合在2020年

底的加權平均碳強度為每百萬美元收入128 tCO2e，

整體較2017年的水平減少42%。這顯著減幅反映我們

積極物色對氣候較有利的投資的決心。

最後，金管局亦以成為負責任及可持續發展的機構為

目標。我們成立了機構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由我擔任主席，負責領導金管局制定及實施涵蓋

環境、員工及社會責任這三項支柱的可持續發展策

略。我很高興與大家分享，在減少日常運作的碳足跡

方面，金管局已開始制定碳分布，並作出相應披露。

與2017年的水平相比，我們在2021年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總用紙量及非有害廢棄物總量均錄得雙位數的

減幅。我們亦致力向廣大社會推廣更環保的方案。例

如，金管局供銀行提交定期報告的電子平台、利用

「轉數快」代替現金及派發電子利是，以及收銀車等，

都成功有助減少耗用資源並提升辦事效率。

專業盡責、服務香港

2021年為我們提供空間，重整工作重點及把握機遇，

加強金融體系的抗禦能力及進一步促進其發展。儘管

全球環境在2022年初幾個月急速惡化，但本港金融

體系仍保持穩健。我們會繼續提高警覺，慎防新生風

險，靈活應對。我們有能力、有資源、有決心保障貨

幣及金融穩定。我們亦會繼續把握機會，強化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金管局會秉持誠信、專業精神及合作的原則致力達致

上述目標，服務香港及廣大市民。前路縱然會遇到障

礙及挑戰，但我和金管局全體同事將作好準備全力應

對。有云艱難登頂之後，盡是美好景色。我深有同

感，亦深信香港金融體系將會繼續保持活力，再創高

峰。

總裁

余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