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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載荷專家 港府將啟程序
港科研界振奮冀把握良機

Q4 首個交易日跌 143 點
港股缺水成交今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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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擬推雙幣股市莊家機制
許正宇: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政府將在今年內修訂法例，
政府將在今年內修訂法例
， 豁免莊家
就雙幣股票買賣印花稅 ， 港交所亦就實
就雙幣股票買賣印花稅，
施有關機制的行政安排訂立規則。
施有關機制的行政安排訂立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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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 9 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 5 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 4 元人民幣

許正宇指，在港推廣人民幣股票的發
行及交易，將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上市公司研增人民幣交易櫃

目前是推動人民幣股票發展良機

擬免莊家交易印花稅谷交投

上月，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表示，支持研究允許在 「港
股通」增加人民幣股票交易櫃。
許正宇昨指，目前人民幣櫃流動性較低，同一證券的
港幣及人民幣櫃間存在價差，影響投資者參與人民幣櫃
的意欲。因此，（香港）證監會、港交所和金管局組成
的工作小組，建議設立雙幣股票市場莊家機制。他補充
稱，透過向現時流動性較低的人民幣櫃提供持續報價和
回應報價，將便利投資者於他們所需的價格之內買賣；機
制設立後，大戶投資者亦可進行同一股票在雙幣櫃之間
的套戥交易，致使雙幣股票的價格長期趨向一致，有助提
升人民幣股票的流動性，避免產品因流動性不足導致價差
拉闊和價格過於波動。
「目前是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股票發展的良好時機。」許氏
強調，在港推廣人民幣股票的發行及交易，將助力人民幣國
際化發展，滿足全球投資者對配置人民幣資產日益增加的需
求，同時進一步鞏固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樞紐地位。

許正宇提到，現時股票印花稅佔證券交易費用超過九
成，為市場莊家進行莊家活動及套戥交易的主要成本，交
易所參與者可能缺乏誘因成為市場莊家。因此，港府建議
豁免市場莊家進行特定交易原須繳納的股票買賣印花稅，
創造有利條件讓市場莊家進行莊家活動。有關豁免亦讓市
場莊家可在較低的交易成本下完成套戥交易，提升縮窄雙
幣櫃價差的效果。
港交所聯席營運總監及市場聯席主管姚嘉仁表示，機制
和系統將參照現有個股期權和交易所買賣基金（ETF）莊
家機制，港交所早前與部分相關大戶投資者進行聯絡，獲
正面回饋。港交所又指，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目前正積極
考慮為自己的股票增設人民幣櫃，支持港幣和人民幣的
雙幣交易。
有議員擔心匯率未來出現短期波動時，會否令市場套戥
交易急增。許正宇強調，投資者特定交易設有一定規限，
加上監管機構一直實時監察市場波動情況，不擔心有關情

2011 年，香港首隻人民幣計價房地產
信託匯賢產業信託（87001）上市，拉開
「雙幣雙股」模式的序幕；惟因種種原
因未能形成一股潮流，過往相關股份的
交投量也不大。港府今次推出雙幣股票
莊家機制，多家重磅上市公司紛紛開腔
表態將會跟進，市場憧憬港股市場將出
現一股人民幣交易新熱潮，進而為港股
市場注入新的動力。
小投資者對於 「雙幣雙股」模式可能
較為陌生。其實，港交所設有專頁為小
投資者解惑，以下摘錄一些常見問題。
問 1：港元證券與人民幣證券可否互
相轉換？

況為市場帶來波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特區政府計劃明年上半年推出雙幣股票市場
莊家機制，為港股通增設人民幣櫃做準備！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於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表示，政府將在今年內修訂法例，豁免大戶投資者就
雙幣股票進行特定交易涉及的股票買賣印花稅，改善人民幣計價股票流動性，以
及收窄與港元計價股票間的價差問題。一眾上市公司反應熱烈，紛紛開腔表示支
持。許正宇對此感到鼓舞，指出將協助上市公司設立人民幣交易櫃，並與有關
內地機構一起積極推展下一步落實工作。

「雙幣雙股」
Q&A

昨日消息傳出後，多家香港上市企業紛紛表態，預告研
究增設人民幣交易櫃。除港交所外，還包括新鴻基地產
（016）、新世界發展（017）、中銀香港（2388）、友邦
（1299）、華潤啤酒（291）、騰訊控股（700）、中海油
（883） 、 聯 想 （992） 、 網 易 （9999） 、 中 國 平 安
（2318） 、 京 東 集 團 （9618） 、 小 米 （1810） 、 美 團
（3690）、安踏體育（2020）等。
其中，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表示，有關安排可便
利內地投資者未來以人民幣參與港股通，有利深化離岸人
民幣市場的流動性和深度，相信這是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證
券發行和交易，助力推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環。
騰訊控股歡迎特區政府推動在港實施港幣和人民幣雙幣
股票交易的建議，認同有關建議或有助提高人民幣計價股
票的流通量和價格效益。
華潤啤酒表示，港府是次舉措將提高內地投資者以人民
幣參與 「港股通」的意願，既有利增加離岸人民幣市場的
流動性，更可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從而鞏固
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領先樞紐的地位。
中銀香港歡迎港府建議，認為港府積極發展人民幣計價
資產，是國家 「十四五」規劃下，推動內地和香港 「互聯
互通」，進一步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的
一項重大舉措。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李惟宏接受本報訪問時稱，港府
是次建議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一步，雖然未必可刺
激港股整體成交大幅增加，但可望刺激香港的人民幣資金
池。他認為，當前波動市下，推出新政或許較具挑戰性，
但若此舉有助人民幣投資產品多元化，將可帶動更多衍生
產品面世。

答：兩種貨幣的證券如果可以互相轉換
（證券從一個櫃轉換至另一個櫃，但
不涉及擁有權轉變），將有助確保套戥效
率，使兩種貨幣證券在交易市場上的價格
維持在合理差距。香港交易所支持允許互
換。
問 2：在雙幣櫃進行轉換，會否違
反銀行有關個人客戶每日兌換人民幣
20000 元上限的規定？
答：不會。
問 3：公眾持股量會否合併計算？
答：會。若兩種貨幣證券可互相轉
換，公眾持股量將合併計算。
問 4：股息會以港幣還是人民幣支付？
答：兩批證券同屬一類，任何股息政策
都須符合這個事實。發行人可讓全體股
東/投資者自由選擇派息的貨幣，但也可
就不同發行部分的股份股息定下不同的預
設貨幣選項，作為股東/投資者沒有作出
選擇時所收股息的貨幣單位。若發行人提
出以人民幣支付股息，發行人須考慮其是
否有渠道取得人民幣以支付股息，以及其
能否確保有足夠人民幣履行責任。
問 5：是否每個交易所買賣基金櫃
都必須有一名證券莊家（SMM）？
答：跟所有交易所買賣基金一樣，每
個交易所買賣基金櫃須至少有一名
SMM。

打造科研高地 貢獻國家航天
上太空是許多香港人兒時的
夢想，現在不再遙不可及了！
國家宣布展開第四批預備航天
員選拔工作，並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只
要有港人成功入圍，便可與內地專家競逐大約兩個
載荷專家名額，將來大有機會登上長征火箭，搭乘
神舟飛船，進入中國空間站，在問天實驗艙開展科
學實驗。這次選拔既體現中央對香港的高度信任，
也反映香港相關科研水平是一流的。合資格的香港
科學家誠宜積極把握機會，港府也應當乘勢而為，
繼續加大科研投入，打造相關科研高地，建設國際
創科中心，以香港所長努力貢獻國家所需。
香港在航天科研方面一直有傑出表現，近年更是
提速發展，包括香港航天科技集團在 2019 年成立，

而香港也成為國際宇航聯合會成員，與內地乃至全
球不同航天相關企業和研究機構成為戰略合作夥
伴。值得留意的是，在我國的各項航天工程發展歷
程中，香港的大學團隊積極參與，其中理工大學團
隊研發的 「表取採樣執行裝置」 幫助 「嫦娥五號」
完成月表採樣返回任務，同是理大研發的 「落火狀
態監視相機」 ，也為國家首個火星探測任務 「天問
一號」 提供技術支援。如今國家破天荒在港選拔載
荷專家，無疑是香港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另一重要
里程碑，不但鼓舞科技界信心，也必將助力香港航
天科研進一步發展。
港府早前提出要將香港建設成國際創科中心，在
港人航天夢想日益接近實現之際，大家也應該思
考：如何鞏固優勢，繼續將香港打造成航天科研高

地？雖然香港在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績，但航天科
技發展一日千里，倘若欠缺緊迫感，就會被競爭對
手迎頭趕上，失去優勢。因此無論業界還是普通市
民都希望特區政府加把勁，特別是在人才培養和資
源投放方面做得更多。
現時共有三間本地大學開辦培訓航天專才的本科
及碩士課程，每年畢業生不少於 100 位。希望政府
增撥資源，一方面為上述畢業生掃除投身國家航天
工程的障礙，另一方面還應從中小學入手，加強宣
傳引導，讓優秀的理科生不要把目光僅僅局限於熱
門的醫科，同時也投向深邃的太空，從而壯大這個
領域的人才庫和生力軍。與此同時，對於在業界已
做出一定成績的人才，政府要盡力留住他們。當局
早已透過 「創新及科技基金」 支持各科技範疇的研

究及發展，包括鼓勵電子學、材料科學等與航天科
技息息相關的學科的發展。可惜的是，居住環境欠
佳、生活成本過高、招才計劃限制過多等問題，往
往導致高層次人才不願留港。香港若要成為大灣區
人才高地，在這些方面必須補足短板。
我國首位太空人楊利偉 2010 年訪港時，讚揚香港
青少年自信又堅強，指出香港人上太空不是夢。現
在國家在港澳選拔載荷專家，港人朝圓夢邁進了一
大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振奮人心的喜訊其實也
是一種鞭策，提醒香港要做得更好，不負國家所
託。希望特區政府在做好選拔工作之餘，也要乘勢
作為，多措並舉，不斷強化自身科研實力，將香港
打造成航天科研高地，繼續為國家航天事業作出新
的貢獻。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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