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連香港首富李嘉誠都看好的區塊鏈技術，本港終有上市公司涉

足。中國信貸（8207）昨宣佈與比特幣區塊鏈基礎設施供應商The BitFury Group訂立協議，於

中國成立合營公司，共同推廣及發展以區塊鏈為基礎之互聯網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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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貸進軍區塊鏈業務中國信貸進軍區塊鏈業務
夥夥BitFuryBitFury內地組合營內地組合營 料一年內有盈利料一年內有盈利

中國信貸行政總裁彭耀傑昨於記者會
上指出，區塊鏈是目前環球金融機

構關注的技術，但中國在這方面則較缺乏
認識。他會將區塊鏈技術融合至自身業
務，預計一年內可以盈利。

「技術擬融入P2P服務」
據通告，中國信貸與BitFury Group訂

立協議，認購205,917股BitFury Group之
A系列優先股，總代價約3,000萬美元，其
約三分之一以現金方式支付，餘額以公司
發行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所認購的A系
列優先股相當於BitFury Group全部股本
之約6.38%及經攤薄後BitFury Group股東
大會投票權之約1%。
彭耀傑表示，區塊鏈的功能是把有價值
的東西在網上交流，特點是其收集的信息
是分散的，數據經加密，輸入的時間點不

能更改，每天會有7,000至10,000個收集
點。他形容，區塊鏈的概念跟雲端服務有
點類近，同樣是將信息上傳到一個虛擬空
間。他認為這項技術對於發展互聯網金融
很重要，特別是其信息經加密及不可更改。
至於如何將技術應用到該公司的業務

上，他指第一步會以集團的支付業務為切
入點，其後再將區塊鏈技術運用在P2P
（個人對個人）金融服務方面。未來不排
除會與其他科技公司及互聯網公司合作。

「不會參與比特幣業務」
他補充，公司是不會參與比特幣的業

務，只是純粹融合其獨特的加密方法到區
塊鏈技術，結算仍然會是用人民幣。
不過，彭耀傑指出，有部分互聯網金融

業務是需要得到監管機構批准，例如人民
銀行的認可。他表示，「連內地最傳統的

農業銀行都表示對區塊鏈有興趣，人民銀
行亦曾表示會大力發展電子貨幣」，相信
不難獲得其認同。

「降成本提升工作效率」
中國信貸執行董事莊瑞豪指出，應用區

塊鏈技術可令公司的營運成本降低，因公
司不再需要用紙張記錄交易，而是全記錄
在區塊鏈的「虛擬數據庫」，同時亦會提
升工作效率。他表示：「最令我興奮得睡
不着的還是前線收入將會大大提升，因為
現在不能做或不賺錢的業務也可以透過區
塊鏈做到。」
根據 BitFury Group 之綜合經審核賬

目，該公司截至2015年3月底止年度，於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項目後之溢利為約147.3
萬美元，淨資產約2,428.9萬美元。
中國信貸昨收報3.1元，跌1.59%。

區塊鏈（Blockchain）是一種起源自比
特幣的分佈式資料庫。區塊鏈是一串使
用密碼學方法相關聯產生的數據塊，至
今仍未有人能解破，故具有高度私密
性。每一個數據塊中包含了一次比特幣
網絡交易的信息，用於驗證其信息的有
效性。

「可提高程序效率」
Bitfury執行副主席George Kikvadze指

出，區塊鏈是一個有價值的網際網路協
定（Valuable IP），可以將所有信息數碼
化成一個虛擬貨幣（Token），運用於會
員積分制、個人與個人匯款、私人保險
服務等。他又舉銀行借貸為例，銀行可
以透過區塊鏈知道貸款者的抵押品，即

「數碼資產」（Digital Asset），繼而提
高程序效率。

中國信貸行政總裁彭耀傑指，目前有
70%的全球區塊鏈交易是來自於中國內
地。內地目前使用互聯網金融的人數約3
億，仍不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發
展潛力仍非常龐大。

事實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及長和主
席李嘉誠早前亦大力推廣區塊鏈這技
術。曾俊華在預算案當中提到要鼓勵業
界探討區塊鏈技術在金融業的應用，以
減少可疑交易和降低交易成本。李嘉誠
亦通過旗下維港投資，投資發展區塊鏈
技術的Blockstream公司，他認為區塊鏈
有助提升金融業界的核心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財爺超人曾大力推廣

區塊鏈技術應用潛力巨大

支付 金融交易
區塊鏈技術可將結算審核時
間從小時級別降低至秒級
別，結合智能合約將數字證
券自動發行交易變為可能。

物聯網
區塊鏈技術在數量呈指數級
增長的智能設備之間建立低
成本的直達橋樑，且通過去
中心化的共識機制提高系統
的安全私密性。

■彭耀傑（左二）指，區塊鏈是目前環球金融機構關注的技術。 莊程敏 攝

區塊鏈技術採用「推式」模
式，改善安全性，自動化
強，降低支付成本並縮短處
理時間，去中心化開放的特
點有助於平台內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創
業從來「講就容易，做很難」，如
果在創業路上能夠有前輩指點，相
信一定可以事半功倍。貿發局昨宣
佈將於本月13日及14日，在灣仔會

展舉辦第八屆「創業日」，免費開放予公
眾人士參觀。當中會有約270家參展機
構，為有意創業之人士提供創業商機、最
新市場資訊和創業支援服務。
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昨於傳媒午宴表
示，今年特設「創新科技區」，超過120
家初創企業會展示嶄新的創業意念。另
外，亦有「海外及內地創業項目區」，展
示內地以至海外，包括以色列及印度等創
業個案，讓有意創業人士互相交流。

助建人際網絡
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鄧良順表示，留
意到近年社會對年輕人創業的態度和政策
均有轉變，反映年輕人要向上流，未必只
可單靠打工。他指創業初期，如果問題得
不到解決方法，很容易會失敗。年輕人除
了普遍缺乏充裕資金外，亦缺乏從商經驗
和人際網絡。

他又提到，內地人
口相對本港多，具發
展潛力，有初創企業
會希望進入內地市
場。不過由於兩地文
化及監管的差異，可
能初創企業在法律、
會計、稅務，甚至是
招聘上，皆要重新學
習。

配對廠家商家
另外，由創意創業

會主辦的「創＋造」
配對區，將會為 80
名本地創意產業者搭建商貿配對平台，以
創新設計和意念，幫助廠家和商家提升品
牌形象、開發新產品或服務；創意業界亦
可藉此機會增加曝光機會，達至雙贏的局
面。
將會在創新科技區內參展的樂聽科技業

務發展經理茹安頤指，自己留意到家人雖
然聽力有問題，但拒絕戴助聽器。原來，
傳統助聽器除了會將人聲放大，同時會將

其他噪音一併放大，令使用者感到不適，
所以就開始研發智能助聽器手機程式。
現樂聽科技已推出可配合有線耳機使用

的手機應用程式，希望可以在年底推出藍
牙耳機及程式，做到將人聲放大，減低噪
音，同時解決聲音延遲問題。茹安頤透
露，共用了6位數字研發資金，預計數年
時間才回本。暫時未有銷售目標，不過已
有與企業洽談合作的機會。

指
點
迷
津

■左起：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鄧良順、貿發局副總裁葉澤
恩、創意創業會副會長周靄儀、樂聽科技業務發展經理茹安頤
及CWB Tech行政總裁吳建屏。 吳婉玲 攝

會展月中辦「創業日」支援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金融科技將會成
為全球發展大趨勢。本港
雖然已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推動發展創新科技，不過
西盟斯律師行合夥人伍德
賢昨於記者會表示，香
港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仍
較新加坡落後，新加坡
已經計劃在11月舉辦金
融科技節。相比內地，
香港的優勢在於具有穩
健的金融體系和較好的監管環境。

冀港府靈活監管金融科技
早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在發展初

期，專業投資者優先成為P2P（個人對個
人）貸款方。伍德賢表示，香港是一個成
熟的投資市場，且零售投資者接受過教
育，希望政府在金融科技的監管可以開放
和靈活。

顧問律師楊迅表示，內地的P2P平台發
展很快，P2P貸款亦具潛力，但暫時沒有什
麼法例規管。香港及內地未有針對金融行
業的規管條例，主要是針對傳統金融行業
而設的法規。
該行提到，有調查報告估計，內地金融

科技發展迅速，相信到今年底將會有超過5
億名使用者，而2020年業務規模將達1.14
萬億美元。

西盟斯：港金融科技落後新加坡

■ 伍 德 賢
（中）指，新
加坡已經計
劃在 11 月
舉辦金融科
技節。右為
楊迅。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佐丹奴
（0709）昨公佈，首季銷售額按年跌10%
至13.06億元。毛利按年減少6%至7.54億
元，毛利率則按季增加 2.5 個百分點至
57.7%。可比較門市銷售額減少2%，由於
毛利率改善，可比較門市毛利升1%。另
外，門市數目在期內為2,372間。
主席及行政總裁劉國權表示，內地經濟

發展放緩導致的連鎖反應以及美元兌東南
亞貨幣強勢持續造成最大的影響，但集團
的「毛利比銷售重要」的全球策略、經營
紀律以及嚴格之成本控制措施皆能抑制上
述狀況帶來之影響。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內
地、中東及其他新興市場之戰略市場，以
踏實、穩妥之方式尋求增長機遇。
佐丹奴昨收報3.48元，跌3.6%。

佐丹奴首季銷售跌一成

機器人來了 先搶誰飯碗？
AlphaGo打敗棋王李世乭，機器人會

否取代人類立即成為熱門話題。根據特
許金融分析師（CFA）協會的一項新調
查，華爾街的CFA真的開始擔心金融科
技會搶走自己的飯碗。

資產管理業料最受影響
彭博昨日報道，全球逾 3,000 名 CFA

接受了調查，大部分人認為資產管理是
最容易被金融科技顛覆的行業。54%受
訪者稱，該部門會感受到最大的變化，
其次是銀行、證券和保險部門。

隨着傳統金融服務的收費問題受到愈
來愈多的關注，作為低成本替代品的機
器人顧問最近屢屢見報。參加 Milken
Institute全球大會的華爾街高層本周發言
稱，整個金融界皆應該擔心失業問題。

然而，並非所有類別的投資者均將受
到同等的影響。調查顯示，由於成本降
低，可獲得的投資指導增多，受訪者一
面倒認為富裕大眾市場將受到最積極的
影響。然而調查顯示，受訪者預計，超
高收入人群將受益不多。

這令受訪者相信，在針對超高淨值人
群的服務方面，自動化財務工具不太可
能取代人類，不過針對富裕大眾則另當
別論。調查顯示，34%受訪者認為，對
於這類投資者，自動化建議可能完全取

代真人顧問。
不過，受訪者就機器顧問相關

風險發出了提醒：46%稱，事實或
證明，算法─機器人的根本所
在─的瑕疵是個問題；30%擔心
獲得糟糕財務建議；12%稱私隱是
最大的問題。

受訪者並不認為金融科技的威
脅只是曇花一現。他們認為，機
器人將在5年時間裡對該行業產生
持續的、重大的影響，不過他們
不看好眾籌和P2P放貸的長期可持
續能力。

大批勞動力憂失去生計
規模 350 億美元量子對沖基金

Two Sigma的聯合創辦人David Siegel本
周一在梅肯研究院全球大會上說，他
「非常擔心」機器很快會使全球大批勞
動力丟掉飯碗，「在絕大多數的勞動力
市場，大多數人從事的皆非超高價值勞
動；相反，他們做的是程序工作，而電
腦強於人的地方也正是這些工作」。他
說，內燃機的出現讓拉車的馬沒了生
計，自動取款機最終取代了大多數的銀
行櫃員。

他表示，澳洲礦業已經在使用配備了
自動駕駛技術的機器車從事開採挖掘工

作，不再需要挖掘車駕駛員。另外，據
Siegel稱，facebook基本上在「零」員工
狀態下就能實現擁有超過10億用戶社交
網絡的自動管理和運行。

億萬富豪交易員Steven A. Cohen在會
議的另一場專家組討論中表示，人工智
能的確是在向我們走來，不過技術取代
人類恐怕還不是一時刻的事。「其所產
生影響的方式是，一些工作會實踐自動
化，但是最終給其帶來增加值的還得是
人類。那會是一種協同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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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非2%

受自動化財務建議工具衝擊最大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國平安
（2318）昨日舉行網上業績說明會，集團
副董事長孫建一表示，平安銀行今年首季
繼續加大撥備計提力度，同比增幅101%。
受2015年央行持續降息的滯後影響，以及
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預計2016年
全行息差、利差水平將面臨較大的收窄壓
力。同時，經濟下行趨勢尚未扭轉，資產
質量將面臨較大壓力，預計撥備計提力度
在今後一段時期內仍會維持較高水平，對
全年利潤增長構成一定壓力。

「續穩健發展房地產業務」
問及平安信託的房地產投資是否存在較

大風險時，孫建一回應稱，平安信託始終
嚴格遵照監管要求開展房地產信託業務，
嚴格控制房地產項目准入城市，引入區域
及交易對手集中度管理體系，加強異地業
務風險管控，明確交易對手評級准入標
準，嚴謹審慎開展房地產業務。總體看
來，房地產業務不存在較大風險，未來信

託將繼續穩健發展房地產業務。

主攻「管理式醫療」保險
孫建一並表示，未來健康險的定位是建

設內地領先的「管理式醫療」保險公司。
中國醫療費用總支出巨大，相比其他市
場，個人負擔重，隨着中國醫療體制的改
革和民眾對健康保障意識的提升，商業健
康險將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未來健康險公
司將通過做大健康險，進一步做強醫療服
務網絡，強化和醫保合作，最大限度掌握
大醫療健康產業的付費權、控制權。
另外，市場關注集團旗下陸金所分拆上

市的進度，孫建一表示，對陸金所上市一
直持開放的態度，會綜合考慮市場因素、
政策環境等，選擇合適時機啟動相關的上
市工作。集團品牌總監盛瑞生披露，截至
2016年3月31日，陸金所平台累計註冊用
戶超2,105萬，較年初增長275萬；同時活
躍投資用戶超 483 萬，較年初增長 120
萬。

平保首季撥備計提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