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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5年，香港持续发挥东方之

珠的魅力，吸引全球顶级机构来港，为

中国的发展引入更多国际资本，成为

中国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在港的多家机构认为，外资坚持

融入中国发展，香港作为全球资产管

理中心的位置将愈加稳固。下一步，

应持续推进创新，注重教育和人才培

养，积极投入香港市场。

未来，香港也必将在深化互联互

通、打造国际绿色金融中心等方面迎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对全球机构吸引力强劲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香港的资产

管理和财富管理领域日益繁荣。

来自香港证监会（SFC）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底，香港资产管理、财

富管理业务总规模达 34.93 万亿港

元。其中，21.34 万亿港元来自香港

之外的投资者，占比为64%。具体来

看，香港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规

模的 10%来自中国内地的投资者；

22%的规模来自北美的投资者；11%

的规模来自欧洲投资者；13%的规模

来自除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之外的

亚太投资者；8%的规模来自其它的投

资者。

时间拉回到 20 年前。2000 年底

时，香港资产管理业务规模1.49万亿

港元，其中1.08万亿来自于香港之外

的投资者。截至2020年底，这一数值

是 21.34 万亿港元，较 2000 年底增长

了18.76倍。而最近五年，香港之外的

投资者对香港的资产管理、财富管理

业务规模贡献长期保持在60%以上。

香港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香港共有 48006 人从事资

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工作。另有数据显

示，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前20名的管理

人全部都已落户香港，全球资产管理

规模 前100的机构中有超过70家也

已落户香港。历经变迁，“东方之珠”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魅力不减。

事实上，当今香港是全球大多数

领先机构的区域总部。统计显示，全

球机构香港子公司（办公室）在过去

25 年间大幅扩充团队。记者从多位

机构人士处获悉，1997 回归以来，高

盛和麦肯锡在香港办公室的员工数量

增长了 3 倍以上。近期，摩根大通亚

太总裁菲利波·戈里表示，摩根大通亚

洲总部在香港，香港对于摩根大通集

团至关重要。此外，新兴的全球领先

公司也纷纷布局香港。例如，全球系

统化投资机构 Two Sigma 于 2012 年

在香港启动了亚洲业务。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连接中国和

世界的“超级联系人”，香港资产管理

和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也为内地引入

了国际资本，香港资产管理和财富管

理行业相当一部分资产投向了中国内

地。来自香港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底，基金管理人在香港管理

的资产 21%投向了中国内地，25%投

向了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是仅次于中

国香港的第二大目标市场。

连接内地 融入中国发展

25 年来，魅力始终如一，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做对了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全球系统化投资

机构 Two Sigma 亚太总裁总裁林国

沣认为，香港对国际机构的吸引力体

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连接。例如，粤

港澳大湾区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5%，但

是区域GDP占到全国GDP的10%，与

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深圳、广州、东莞、澳

门等城市持续融合，香港从这些城市获

得了新的贸易和思想来源，从而成为一

个特别的焕发勃勃生机的地方。

其次，香港持续改进基础设施建

设。尽管香港的基础设施已经是全球

领先，但香港一直在突破边界，持续进

步。最后，香港也是吸引人才、培育人

才的基地。这个城市拥有三所全球知

名的大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与内地连接，融入中国发展为香

港的国际化提供了动力。富时罗素亚

太指数政策总监杜婉明对中国基金报

表示，早在 2000 年，富时罗素就已确

定在香港立足，以香港为根据地发展

中国和亚太地区其它市场业务。

杜婉明表示，随着香港国际化程

度进一步提升，富时罗素不断扩大在

香港的部署以迎接香港作为国家发展

的重要角色带来的更大机遇。“2021

年3月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确立了香

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角色及定位。

规划包括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以及深化并扩大内地与香港金

融市场互联互通，推进香港成为绿色

金融中心。这些发展将为香港金融机

构及投资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

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加上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香港

作为中国连接世界窗口的作用正变

得越来越重要。香港也在利用她的

多元化和包容精神吸引大批的金融人

才和资金进入内地市场。“我和我所在

的富时罗素通过建立投资渠道引导国

外的资金有序地进入中国市场”，杜婉

明进一步指出。

惠理集团联席创始人谢清海谈及

香港国际化的基金业时表示，香港基

金业拥有一流的技术基础设施，监管

透明度高，拥有优质、专业的金融服务

能力，这些方面都与国际标准一致。

此外，香港还汇聚了大量的跨国企业

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们对国际市

场非常敏感也拥有优秀的营商能力。

谢清海认为未来要继续推进香港的国

际化建设，加强香港与内地的发展战

略融合。例如，香港作为全球集资中

心，可以继续发挥为“一带一路”相关

项目提供融资渠道的作用；随着人民

币不断国际化，未来“一带一路”可借

助香港这一离岸人民币中心，更多使

用人民币进行融资和结算等。

引入更多全球资产所有者

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财富管理

重镇过去25年取得卓著成绩，但港人并

未就此止步不前。

香港金发局认为，香港资产管理行

业还有更多进步空间，而做到这一点的

有效方法之一是反思现行税务条例及

政策，找出有待改善的领域。金发局特

别指出，首先，香港应补齐短板，推广

香港现时发展不足的资产类别。其

次，吸引更多重要机构投资者的资产

所有者，例如养老金、主权基金等，来

香港投资或透过香港进行投资。而香

港也应采用更公平及公正的税务制

度，为各类资产所有者提供公平的环

境，改善相关税收安排和开放式基金

型公司制度。

林国沣则强调了全球机构在当前

环境下对“稳”有更强烈的诉求。他指

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城市

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稳

定的地方，因为市场和人们都愿意涌

向稳定的、政策具战略性眼光和致力

于实现战略性目标的地方。在不确定

性高企的年代，香港的作用非同小

可。特别是在以下两个领域，它应该

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是资本市场的深度和稳定

性。香港应继续发挥其作为资本和金

融活动中心的作用，为全球所有领先

公司提供它们迫切需要的融资渠道。

虽然香港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

之一，但香港不应固步自封，应继续思

考可创新的领域。香港的资本市场应

该探索新资产类别、新市场进入者、新

概念，并适时推出试点。

第二是创新中心和新思想生态系

统。除了拥有深厚、稳定和创新的资

本市场外，香港应继续成为创新中心，

成为人才和思想可以继续蓬勃发展的

地方。这需要香港继续培养各行各业

的人才和对教育的投资。

“超级联系人”魅力十足
引入源源不断国际资本

香港回归祖国，

我们作为中国人，

只有把自己的事情

做好，才能不愧对

这个身份。

作为基金从业者，

过去25年我深切感

受到中央政策对香

港基金发展的巨大

帮助。从前，香港本

土基金市场有所局

限，回归后，各类政

策不断出台，市场放

大了很多，特别是

2015年的基金互认政策。

而且，监管机构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转变，监管

机构更像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聆听行业内部的声音，

然后进行政策的调整，帮助香港基金行业继续发展。

现在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加快推动大湾区的基

金销售，广东 11 城的基金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

间。港资基金所有的基金产品都是在香港注册，符

合大湾区基金销售的要求，可以更好地利用大湾区

的资源。

我们是较早在内地布局的港资公司，2015年基金

互认政策出台后就开始筹备，2017年在深圳前海成立

外商独资企业（WFOE）。去年，中央公布“前海扩容

方案”，相信未来的市场机遇会更大。

回归后，香港成为进入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窗

口。香港一定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才能够巩

固作为中国经济体系的窗口地位。未来，香港资产管

理行业可以着墨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人才，香港应

该敞开怀抱，吸引更多内地人才来香港发展，这会对

香港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香港可以利用自身的金

融基础设施，利用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自由货币体

系，促进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香港

在很多方面积累了一些经历或教训，比如在人口老

龄化问题上，香港可以和内地一起推动退休基金，互

相学习、交流，减少社会的财政负担。

东亚联丰温婉容：

根在中国
努力做好本分工作

中国基金报
2022/6/27 星期一

编辑杜妍 美编叶育麟

10

香港是国际金

融中心，既是内地对

外的金融窗口，也是

外资进入内地的途

径。香港的金融和

经济完全开放，作为

超级联系人，有能力

联动不同国家及地

区的想法、机制和需

求。香港在中国崛

起的进程中，可以持

续担当国际联系人

的角色。从 20 年前

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至 QFII、股票互联互通、“债券

通”和“跨境理财通”等，整个过程都仍在不断发展，

未来潜力无限。

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未来发展的最大

优势是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包括在法律、机

制、透明及金融体系等方面保持稳健。内地近年推

动金融开放，期许香港可以继续以大湾区城市的身

分参与内地双循环发展，在气候变化、ESG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

内地市场是我们成为亚洲领先国际财富管理人

的一个重要基石。内地投资管理行业逐步开放，为

资产管理公司及投资者带来很多机会。要捕捉当中

的机遇，也会存在不少挑战。无论在亚洲或中国内

地，每个市场都有其独特性及发展步伐，文化背景也

各有不同。作为一间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在环

球策略及本地市场策略中取得平衡，并把其优势应

用在不同市场上，从而建构一个有盈利、可发展的公

司，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为内地及香港拓宽了

投资机会。汇丰投资管理初步会集中推出符合监管

要求，较为简单的理财产品，随后会提供全面的产品

组合，主要是有关ESG的多元资产，满足大湾区对这

类产品的需求。

汇丰投资管理何慧芬：

期许香港参与
内地双循环发展

与祖国内地连接，融入中国发展为香

港的国际化提供了动力。

未来，香港应继续发挥其作为资本和

金融活动中心的作用，为全球领先机构提

供融资渠道；继续挖掘可创新领域，探索

新资产类别、新市场进入者和新概念。同

时，在新思想生态系统中发挥积极作用，

继续成为创新中心，成为人才和思想可以

蓬勃发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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