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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 國際金融中心 

閱讀資料，回答問題 1 至 5。 

資料一 

多管齊下深化國際金融中心發展 

 香港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處理全球 75%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

去年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量逾七萬億人民幣。此外，國家財政部自 2009 年

開始連續 13 年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至今在港發行共 2,380 億元人民幣國債。從國際大

趨勢來看，隨着國家經濟體量持續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儲備方面的需求，將

會不斷持續增加。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將會發揮更關鍵的角色。 

 

 展望未來，我們會循多方向進一步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生態系統的發展，提供更多以

人民幣計價的投資工具和渠道，以及穩妥高效的匯兌，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的管理工具等

財資服務，並且會優化相關的市場基建，讓人民幣更好地在離岸市場循環流動，發揮好香

港作為國內境外的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功能，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我們會繼續豐富本港金融市場的多元發展，只要我們認清自身優勢和定位，鞏固強項，

抓準國際大形勢，服務好國家之所需，香港的金融業必定能取得質和量的進一步提升。 

節錄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2022 年 6 月 5 日在網誌發表的文章 

 
資料二 

立法會十五題：發展綠色金融 

 香港發展綠色金融能充分發揮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並可為國家在 2030 年前

實現碳達峰及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戰略目標（雙碳目標）作出貢獻。有分析指出，內地

為實現雙碳目標所需要的綠色低碳投資可達 100 萬億元至 180 萬億元人民幣，而香港金融

管理局估算，在 2021 年香港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務發行量已超過 500 億美元，其中包括不

少人民幣綠色債券，因此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潛力甚大。 

 

 由相關政策局和金融監管機構組成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於 2022 年 3

月底公布了對香港碳市場機遇的初步可行性評估，認為香港為全球碳市場作出貢獻的關鍵

在於我們與內地之間的緊密聯繫，使香港得以促進環球資金流入內地碳市場。此外，香港

具國際水平的綠色認證服務和熟悉內地與國際標準這兩項優勢，將能夠擔當內地接通世界

各地的橋樑，貢獻碳市場的發展。 

節錄自：香港特區政府新聞公報（2022 年 4 月 27 日） 

設題目的： 

1. 了解國家對鞏固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的助力 

2. 訓練綜合及分析資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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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角色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綱要》），為國家於 2021 至

2025 年的發展提供藍圖和行動綱領。《十四五規劃綱要》確立了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

角色和重要功能定位，以及在多個重要範疇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鞏固及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 

 一如既往推進香港的四個傳統中心持續發展，即國際金融中心（包括強化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國際資產管理和風險管理的業務）；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心；以及亞太地

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節錄自：香港匯覽〈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角色〉 

 

 

1. 根據資料一，哪些數據可以證明香港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 

 

 

 

 

 

 

 

2. 承上題，香港政府怎樣發揮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功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循多方面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生態系統的發展， 

⚫ 提供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工具和渠道， 

⚫ 穩妥高效的匯兌，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的管理工具等財資服務， 

⚫ 優化相關的市場基建。 

數據一 數據二 

⚫ 香港處理全球 75%離岸

人民幣結算業務。 

⚫  

⚫ 國家財政部自 2009 年開始連續

13 年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至

今在港發行共 2,380 億元人民幣

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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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二提及，為甚麼在香港發展綠色金融的潛力甚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承上題，有甚麼助力推動香港發展碳市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利用資料一、資料二及就你所知，引證資料三所指，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確立了

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角色和重要功能定位：鞏固及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發展綠色金融能充分發揮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 內地為實現雙碳目標所需要的綠色低碳投資可達 100 萬億元至 180 萬億元人民

幣，而香港金融管理局估算，在 2021 年香港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務發行量已超

過 500 億美元 

⚫ 香港與內地之間緊密聯繫，使香港得以促進環球資金流入內地碳市場。 

⚫ 香港具國際水平的綠色認證服務和熟悉內地與國際標準這兩項優勢，將能夠擔

當內地接通世界各地的橋樑，貢獻碳市場的發展。 

⚫ 內地政府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

理中心的地位。 

⚫ 推進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共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 

⚫ 以上有助香港提升固有優勢產業，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延伸資料 

香港匯覽〈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角色〉 

https://www.brandhk.gov.hk/docs/default-source/factsheets/hong-kong-themes/2021-10-

05/hong-kongs-role-in-the-national-14th-five-year-plan-c.pdf    

 

 

 

 

 

 

 

 

https://www.brandhk.gov.hk/docs/default-source/factsheets/hong-kong-themes/2021-10-05/hong-kongs-role-in-the-national-14th-five-year-plan-c.pdf
https://www.brandhk.gov.hk/docs/default-source/factsheets/hong-kong-themes/2021-10-05/hong-kongs-role-in-the-national-14th-five-year-plan-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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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料，回答問題 6 至 9。 

資料四 

1990 年代以來的香港金融大事回顧 

金管局成立以來在維持貨幣金融穩定、監管銀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儲備管理

工作的里程碑 

• 1997-98 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特區政府動用外匯基金進行入市行動，成功擊退投機

者在貨幣及股票市場的雙邊操控活動，金管局並推出強化貨幣發行局制度的七項技術

性措施 

• 2008 年環球金融危機，金管局推出多項臨時措施，包括由外匯基金為香港所有銀行

的客戶存款提供擔保，以穩住市場和公眾對香港金融體系的信心 

節錄自：金管局資訊中心網站〈歷史長廊〉 

 
資料五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2021 年立法會選舉是落實完善選舉制度的一場重要選舉，開創性地選出 90 名立法會

議員，並完善選舉漏洞，因此這是關乎着未來香港的議會新生態及前途發展，亦是落實「愛

國者治港」的關鍵一環。 

 

 是次立法會選舉代表着開啟香港新未來，153 名持不同政治理念，來自不同背景、階

層及專業的候選人，他們當中有經驗豐富的資深參政者，亦有不少年輕、新面孔，可謂「五

光十色」。新選舉制度充分彰顯了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公平競爭性，讓

參選人在「愛國者治港」的框架內各自發揮本領。 

 

 自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一年多以來，金融市場穩定發展。香港經濟持續改善，2021

年第二季的經濟增長達 7.6%，連續第二個季度反彈，總計上半年增長 7.8%。港元滙率在

過去一年保持走強態勢，約 500 億美元資金流入港元體系。香港銀行體系存款規模在 2020

年按年增長 5.4%，今年上半年也保持穩定增長。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產管理規模去年上

升 25%，增長勢頭有望持續。港交所在 2020 年的集資額全球排名第 2，在過去 12 年，有

7 年名列全球榜首。「股票通」與「債券通」的交易量增長強勁，今年上半年，「滬深港通」

收入，創半年新高紀錄，按年升 78%，反映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門戶地位穩固。 

節錄自：魏明德〈完善選制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設題目的： 

1. 了解國家與香港政府對維護社會穩定及金融安全的努力 

2. 培養理性、進取、有信心及廉潔等價值觀 

3. 訓練綜合及分析資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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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資料四，金管局作出了甚麼措施以應對金融危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猜猜如果金管局不作出反應，香港將面對甚麼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以上事例屬於國家安全的哪個範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根據資料五，試解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及「實施《國安法》」對香港社會穩定起

甚麼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 1997 年為例，當年投機者操控貨幣及股票市場，使港股大跌，投機者乘機利

用沽港元及沽期指賺取厚利。 

⚫ 後來，金管局動用外匯基金進行入市行動，令投機者無功而退，港股逐漸回復正

軌，港元匯率得以穩定。 

金融安全 

⚫ 如果港元大幅貶值，進口的衣食等方面的物品必會大幅漲價。更嚴重的是，港人

的存款的財富價值，將立即「縮水」。 

⚫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有助選出愛國者治港，這有利香港政治穩定、社會穩定，

長遠有助香港經濟發展、繼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 自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一年多以來，不同數據都證明了香港的金融市場穩定

發展，香港經濟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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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資料 

 

金管局資訊中心網站〈歷史長廊〉 

https://www.hkma.gov.hk/chi/about-us/the-hkma-information-centre/exhibition-

area/historical-timeline/   

 

 

 

 

 

 

大公報〈數說 25 載 | 香港金融市場大事記〉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22/0607/728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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