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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 

助力灣區金融合作創新邁上新台階  

 

5月 14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及外管局發布

《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推出五個方面、26條措施，涵蓋銀行、證券、保險、投資等主要

金融領域，將在更高水平上推動大灣區金融服務業對港澳開放，

為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撐。 

 

一、《意見》進一步突顯香港在大灣區金融業的三大定位 

 

2019年 2月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

《綱要》）對香港，提出要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

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打造大灣區綠色

金融中心。香港在大灣區金融領域的三大定位，在《意見》中得到

進一步明確和細化。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意見》指出將強化香港全球離岸

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繼續支持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包括

開發更多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及其他風險管理工具。逐步擴大

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範圍，推動人民幣在大灣區跨境

便利流通和兌換。這對香港與全球其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競爭將

起到積極助力，更有利於發揮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獨特

作用。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意見》提出支持港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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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色金融產業，其中要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

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務“一帶一

路”建設的投融資平台，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投融資和諮詢等

服務。香港專業服務優勢突出，法制、規則和人才等軟實力對資產

管理和風險管理意義重大，香港作爲中資企業投資海外橋頭堡的

角色將繼續得到鞏固和提升。 

 

區域內和全球領先的綠色金融樞紐：《意見》提出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綠色金融合作，支持香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

建設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並鼓勵更多大灣區企業利用

香港平台為綠色項目融資及認證，支持廣東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在

香港發行綠色金融債券及其他綠色金融產品。今年 5 月 5 日，香

港金管局與證監會共同發起成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

組，以監管政策和市場發展為兩大重點，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及全

球綠色金融中心的地位，在 2019年香港發行人綠色債券累計發行

總額已達到 71億美元。在《意見》和香港相關政策支持下，預期

未來會有更多內地機構在港發行綠色債券和進行評估認證，推動

香港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和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 

 

二、《意見》對不同金融領域的主要影響 

 

銀行業：將在市場開放、金融互聯互通、跨境業務創新等方面

獲得更多業務機遇 

 

1. 擴大市場開放：《意見》支持銀行通過不同方式在大灣區內

地拓展業務，當中包括境外銀行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商業銀行

可發起設立不設外資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

司；允許外資投資入股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同時研究探索在廣

東自貿試驗區內設立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大灣區內地銀行業開

放將會帶來多元化的競爭，《意見》將對規模相對較小的外資銀行

開拓大灣區内地市場的財富管理業務、打造比較優勢創造有利條

件。 

 

2. 推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根據《意見》，將逐步開放港澳人

民幣清算行參與內地銀行間拆借市場，優化完善“滬港通”、“深

港通”和“債券通”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適時研究擴展至

“南向通”。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這將豐富港澳人民幣清

算行的業務，有利於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管理。而跨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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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通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方面又一重大的創新突破，香港銀行業

期待已久，有望成爲潛力巨大的新業務增長點。 

 

3. 創新跨境業務：《意見》支持銀行開展跨境貸款業務。研究

建立與大灣區發展相適應的本外幣合一銀行賬戶體系，開展港澳

居民代理見證開立個人Ⅱ、Ⅲ類銀行結算帳戶試點。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金融機構按開展貿易融資資產跨境轉讓等業務。並在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開展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這些

跨境業務有部分已經在自貿區試點並取得良好效果，向自貿區以

外地區複製的條件逐步成熟，此次拓展到整個大灣區，有利於區

域内銀行加快擴充客戶和業務的基礎。 

 

證券業：將在外資控股和跨境融資、上市業務方面獲得更大

的便利 

 

1. 外資控股：《意見》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依法設立外資

控股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2017年滙豐藉助了

前海自貿區的特殊政策，以持有 51%的股權與前海金融控股設立

內地首家外資（港資）控股證券合資公司。此次《意見》對地點不

限於自貿區，將對有意持控股權進入大灣區的港資券商帶來更多

的便利。 

 

2. 跨境融资、上市：試點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跨境業務；鼓勵

符合條件的創新型企業赴港澳融資、上市。由於港交所近年來為

吸引新經濟企業在港上市修改了有關上市規則，大灣區科創企業

衆多，將有助港資券商獲得更多的跨境上市業務。 

 

資管投資：將在多元化基金業務方面打開廣闊空間 

 

1. 人民幣海外投貸基金：粵港澳三地機構合作設立人民幣海

外投貸基金，募集內地、港澳地區及海外機構和個人的人民幣資

金，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投資、並購提供投融資服務。 

 

2.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允許港澳機構投資者通過合格境外有

限合夥人（QFLP）參與投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和創業投資企業（基金）。有序推進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QDLP）

和合格境內投資企業（QDIE）試點，支持內地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境外投資。支持港澳私募基金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型企業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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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行業是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重要的一環，香港目

前是亞洲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意見》的相關措施，將為資管投

資行業打開廣闊空間。 

 

3. 大灣區相關基金：粵港澳三地機構共同設立粵港澳大灣區

相關基金，支持保險資金、銀行理財資金按規定參與相關基金。吸

引內地、港澳地區及海外各類社會資本，為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

施建設、現代產業發展和重大專案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保險業：將在業務資格、產品創新、服務範圍等方面獲得進一

步的發展 

 

1. 業務資格：《意見》支持在大灣區內地設立外資控股的人身

險公司，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外資保險集團、再保險機構、保

險代理和保險公估公司。符合條件的港澳保險機構可在深圳前海、

廣州南沙、珠海橫琴設立經營機構。並鼓勵更多社會資本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設立保險法人機構。同時，港澳保險公司可依法取

得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資格，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融資支持。香港保險業對

跨境經營一直都有較强烈的訴求，《意見》支持港澳保險機構在廣

東三個自貿區内設立經營機構意義重大，為下一步進入試點階段

提供了政策依據。 

 

2. 有利產品創新：支持粵港澳保險機構合作開發跨境醫療保

險等更多創新產品，為客戶提供便利化承保、查勘、理賠服務。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與香港、澳門保險機構可開展跨境人民幣再保險

業務。香港的醫療保險是内地高净值客戶比較青睞的產品，在《意

見》措施的支持下，大灣區保險聯繫將會更緊密，同時為「醫保通」

鋪路，將給香港保險業帶來新的增長動力。 

 

3. 擴大服務範圍：對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廣東行駛的港澳機動

車輛，實施“等效先認”政策，將跨境機動車向港澳保險公司投

保責任範圍擴大到內地的第三者責任保險保單，視同投保內地機

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並支持香港、澳門保險業在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 

 

三、《意見》對科技創新在金融領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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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提出大灣區要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此次《意見》

關於金融領域的科技創新主要體現在支持科技發展的業務模式以

及資訊和數據應用兩個方面。支持大灣區科技發展將構建多元化、

國際化、跨區域的科技創新投融資體系，建設科技創新金融支持

平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支持創投基金的跨境資本流動，便利科

技創新行業收入的跨境匯兌。 

 

資訊和數據應用方面將建設區塊鏈貿易融資資訊服務平台，

支持大灣區內地研究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創新技術及其

成熟應用在客戶營銷、風險防範和金融監管等方面的推廣。另外

將建立和完善大灣區的大數據基礎設施，重點聚焦金融、醫療、交

通、社區、校園等城市服務領域。這些措施的推出，可以為灣區内

金融機構建設場景生態、實現精準營銷和智能風控提供更多有利

的條件，大灣區將成爲金融機構加快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平台。 

 

四、《意見》中有關措施將按照“成熟一項、推進一項”的原

則逐步有序落地 

 

從內容可見，《意見》的發布是對去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的金融相關部分的進一步闡釋和具體化，當中更增加多

項創新試點的措施，預期對大灣區三地的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

和金融科技帶來不少正面影響和機遇。這 26條措施將按照“成熟

一項、推進一項”的原則逐步有序落地，對於香港銀行而言，理財

通、跨境資金池、綠色金融等業務需要重點關注並積極做好準備，

以便政策落地能及時搶佔市場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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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報告 
 

1.  取消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限制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孔玲 05.12 

2.  一季度香港經濟創紀錄新低 蔡永雄 05.05 

3.  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 承諾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經濟 韓鑫豪 05.05 

4.  從美國視角看疫後商品貿易的可能變化 張謙 04.08 

5.  歐美疫情持續之下人民幣匯率走勢分析 應堅 04.02 

6.  貨幣財政雙管齊下，應對新冠經濟衝擊 張文晶 03.30 

7.  印尼和菲律賓本年第二次降息 李睿正 03.24 

8.  跟隨全球央行步伐 越南本年首次降息 李睿正 03.20 

9.  油價急跌將對文萊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張瓊 03.18 

10. 美聯儲再啟零利率與量化寬鬆 韓鑫豪 03.16 

11. 泰國失業率或攀升至 3%，降息壓力進一步增大 張瓊 03.12 

12. 馬來西亞央行本年第二次降息 25 基點 李睿正 03.05 

13. 美聯儲緊急降息 50 基點，世界降息潮再臨 蔡永雄、韓鑫豪、張謙 03.04 

14. 黃金與日圓走勢背道而馳 張文晶 03.02 

15. 央行多管齊下全力支持抗擊疫情 席帥 02.28 

16.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大規模逆周期紓困措施 黃思華 02.28 

17. 印尼央行啟動預防性降息 下調利率 25基點 李睿正 02.26 

18. 泰國 2019年經濟增長放緩至 2.4% 李睿正 02.19 

19. 央行新政策為境外投資者進入內地衍生品市場提供便利 孔玲 02.17 

20. 馬來西亞第四季經濟同比增長 3.6% 遠遜預期 李睿正 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