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2016「金紫荊」香港國際金融

周昨舉辦第三天活動。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秘書長曾光於

「數字普惠金融論壇」上表示，全球金融業務正處於創新階

段，現時金融行業開始利用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降低營

運成本，為傳統機構監管模式帶來挑戰。香港互聯網金融協會

會長張鄭芬則認為，香港雖然有不少金融人才，但缺乏可以融

合金融和科技兩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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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展網絡借貸優勢多
監管體系完善 投資需求龐大

曾光表示，新金融領域企業眾多，不僅
依賴互聯網開展業務，亦需要跨區域

跨省市經營，成為金融業的新常態，為傳統
機構監管模式帶來衝擊。「在此背景下，充
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語義分析、圖像識
別、模式匹配、網絡結構分析等技術進行風
險預警和線索發現，有效實現情報報道偵測
和精準打擊十分重要。」以歐美各國為例，
在監管科技的研究和運用方面均非常重視，
提供了學習借鑑的案例。

業界積極引新技術
現時金融和監管科技獲社會大量關注，金
融行業中，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
等的傳統金融行業開始引入區塊鏈、人工智
能等。曾光指：「這些新技術可以降低營運
成本、完善用戶體驗、改良風險管理和開拓
新的業務領域，這已成全球普遍的趨勢。」
他稱，現在市面上已經湧現不少互聯網銀
行、互聯網證券、互聯網保險和互聯網信托
等新類型的金融機構；第三方支付、P2P網
貸平台、互聯網股權融資服務等網上平台亦
不斷推出。
張鄭芬在同一場合表示，在香港經營互聯
網借貸有不少優勢。首先香港的監管體系完
善，資訊較為透明，買賣樓盤需要公開登
記，投資者可取得公開資訊衡量估值，是否
值得投資，有助計算風險。其次，香港法律
保障較強，減少過程中的風險，加上香港建

立了個人信貸資料庫，對個人的還款意願一
目了然，貸方可以參考決定是否批出抵押貸
款。最後，香港人的儲蓄率高，在投資上有
很大需求。

港缺金融科技人才
不過張鄭芬同時指出，香港目前面對不少

挑戰，如人口太少難達到成本效益，監管非
常保守，只會跟隨市場反應，未能讓業界清
楚了解有關業務能做還是不能做。香港雖然
有不少金融人才，但缺乏可以融合金融和科
技兩方面的人才。
張鄭芬認為，跨境業務是其中一個解決辦

法，自人民幣開始雙向波動，未來30年內地
向國際配置資產的需求將會增加，可為香港
帶來更大的市場。她又建議，除內地外，香
港的金融機制亦可在國外尋找商機，例如為
香港和內地投資者在外國提供按揭貸款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青石
證券創辦人王炎昨在數字普惠金融論壇上
指出，內地對普惠金融這名詞，即是提供
低門檻、便捷金融服務的概念相當流行。
因為內地人口眾多且開始富裕，相關基礎
已經打好，目前針對普惠金融的通道及平
台尚未完成，創業者還有空間在當中發掘
大量商機。
王炎指出，普惠金融需要有規模優

勢，內地的人口眾多，只要有幾個百分點
的人成為中產，人數已可達到一個歐洲國
家的人口，經濟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
廣州，甚至寧波、武漢等地的人均GDP

可追上發達國家水平。舉例來說，內地新
經濟興起，互聯網企業員工持股量較多，
令他們致富成為「新中產」，就幫助促成
普惠金融的基礎。
不過，現時的跨境金融渠道，如銀
行、保險、財富管理等仍然偏向富人，資
金門檻太高未能做到「普及」的要求。王
炎認為現時的金融工具、產品、服務均未
能承接內地居民大量的服務需要。

低資金門檻為重點
他認為，要滿足內地人對金融服務的

要求，需降低成本維持低資金門檻。除了

交易網絡化，亦
要服務網絡化，
善用內地在互聯
網的規模優勢。
他舉列指，內地
流 行 的 「 直
播」，一些著名
公司路演有三百
人出席已是不錯的成績，但通過互聯網直
播可以接觸更多投資者，花在每人的成本
可大大降低。創業者可以在發展小額、低
成本交易平台，提供普惠金融服務之中尋
找機遇。

王炎：應善用網絡規模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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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人民幣
中間價再創8年新低，但無礙港股升勢。
在內險股領軍下，恒指昨升 114 點報
22,723點，但由於美股因感恩節假期休
市，港股成交持續偏低，只有566億元。
深港通將於12月5日開通，市場人士認
為，消息有助沖淡人民幣下跌對港股的影
響，恒指有望升至23,000點。消息昨晚7
時宣佈後，夜期即升43點報22,773點。

人幣貶至6.92 無礙A股造好
人民幣下跌，中間價連續第三天下
調，逼近6.92，中間價報6.9168，下調83
點子。不過，A股卻持續造好，滬指更升
至近11個月高位，一周累升逾2%，使國
指全周5天都跑贏恒指，累升近半成，是
7月中以來最大升市，惠及恒指也終止四
周的跌勢。國指昨升1.2%報9,790點，當
中內險股成市場焦點，最強勢的國壽
（2628）再升3.9%，一周升幅近14%。
麥格理指出，市場預期12月美國將會
加息，近日債息已見抽升，預期會擴闊金

融股的息差，增加有關分類的收入，當中
又會以保險股獲修復的估值最大。內險股
除國壽外，財險（2328）單日漲4.8%，
人 保 （1339） 升 2.9% ， 中 國 再 保
（1508） 升 2.7% ， 平 保 （2318） 升
2.1%。
內銀股亦有資金追捧，工行（1398）、

中行（3988）及建行（0939）同升1%。
麥格理認為，資金在加息下有輪動效應，
故對國指走勢非常樂觀，維持目標12,800
點，即較現水平有三成的上漲空間。該行
又重申，債息升會惠及經濟周期股和傳統
股，但同時要避開互聯網等新經濟股，因
為後者的負債率往往較高。個別股份方
面，蒙牛（2319）尾市有買盤追入，全日
大漲4.6%，是升幅最強藍籌，收報16.32
元，創出一年新高。

券商股偷升 港交所上望250元
內地近期掀起併購實體零售通路的熱

潮，高鑫零售（6808）有追捧，全日升
6.7%報6.72元，成交3.6億元，是港股通

成交額最大股份，盤中再創6.83元一年
新高。
港交所（0388）成為深港通的最大受

益股，分析師認為，最樂觀港交所可見
250元。該所昨日升0.6%。券商股亦走
俏，耀才（1428）升 3.9%，信達國際
（0111）升2.8%，中州（1375）升2%。

■■恒指昨升恒指昨升114114點報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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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嚴打操縱市場 16案納專項調查

憧憬深港通 港股夜期早段再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銀行公會

署理主席譚何錦文昨表示，市場預期美國加
息在即。美元持續走強，離岸人民幣兌美元
一度創新低，目前香港人民幣資金池錄得輕
微下跌，預料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有機會進
一步下跌，令香港人民幣存款繼續下降。不
過她相信，長遠而言，由於人民幣正式納入
特別提款權（SDR）及在人民幣國際化推進
下，無論香港或其他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資金
池均會逐步增加。

人幣兌一籃子貨幣相對穩定
她又指，雖然人民幣持續貶值，但在過去

幾個月，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亦能保持窄
幅上落，反映人民幣兌一籃子的貨幣相對穩
定。近日中國經濟數據轉趨穩定，工業生產
穩步上升，投資意慾亦加快，預期人民幣兌
一籃子貨幣的匯價，將會繼續保持相對穩
定。譚何錦文續稱，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為主
行業，會有較正面的影響，如刺激行業的銷
售；亦不排除會有更多資金南下香港，投資
股票市場、房地產等。

距離港銀加息仍有一段時間
至於息口方面，她稱，近日倫敦同業拆息

上升，反映美國在12月的加息預期；過去一
個月期及三個月期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同樣
錄得輕微上升，但由於目前香港銀行體系結
餘維持接近2,600億元的高水平，因此對香

港資金狀況十分樂觀。她指，以往經驗來
說，當最優惠利率及同業拆息之間，有3厘
至4厘的息差，銀行才會考慮調整最優惠利
率。在過去3個月，銀行同業拆息及最優惠
利率仍有超過4厘的差距，因此，距離銀行
上調最優惠利率仍有一段時間。
譚何錦文又表示，由於銀行同業拆息的升

幅仍十分溫和，相信短期內，對於業主影響
有限。不過由於市場正預期美國加息步伐會
加快，因此提醒市民在考慮置業時，需審慎
計算個人的負擔能力，及可承受風險的能
力。
另外，她提到政府加辣僅3個星期，暫時
未見明顯影響樓價及按揭宗數；地產代理提
供的數據反映二手物業交投明顯減少，預期
此影響會很快表現在銀行業務上。

銀公：港人幣資金池將逐步增加

■譚何錦文指，人民幣貶值對以出口為主的
行業會有較正面的影響。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今年上半年A股市場定增頻頻，成
為各上市公司融資的最佳渠道。不料這
個走勢到最近急轉直下，不僅審批節奏
明顯放緩，定增規模亦大幅縮水。統計
顯示，截至目前實際定增規模較計劃已
經銳減逾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亦有消息稱定增新規還在醞釀，或再收
緊融資。

數據統計顯示，今年以來共計303家公
司定增規模跳水，原本計劃的8,947億元
融資最終實際募得5,809億元，縮水規模
達3,138億元。有業內人士表示，此前定
增股向來受到市場追捧，認為是穩贏項
目，但之後卻屢屢發生定增股破發現象，
令監管部門開始重視其中風險。
特別是樂視之前在股價連跌時，一度

跌破樂視網定增發行價的45.01元，導致

不少參與定增項目的機構投資者虧損上億
元。此外，另有統計顯示截至11月25日
股價跌破定增發行價的上市公司達85
家，佔近一年來參與定增公司約13%。
對於上述這些現象，近期監管部門已

經放緩了對定增申報的審批，同時部分公
司還自降審批時的募集金額。另外有消息
稱，監管層還將就A股定增推出新的規管
政策，總體方向就是收緊融資。

A股今年定增融資縮逾3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鄧舸昨表示，為保
持對操縱市場違法違規行為打擊的高壓姿
態，中證監近日部署打擊市場操縱違法行
為專項行動，將16宗案件納入此項行
動。該項行動涵蓋A股、新三板、國債期
貨、債券等市場，包括對虛假申報、自買
自賣等多種違法操縱手段的打擊。
中證監網站披露，16宗重點案件中涉
及某財經頻道知名證券類嘉賓主持人「黑
嘴」操縱案；「民間炒股高手」以代客理
財為由募集資金通過多種手法操縱市場
案；綜合運用虛假申報、連續交易、盤中
拉抬、對倒、封漲停等多種違法手段操縱
市場案；一些市場關注度高，交易金額和

獲利金額巨大，操縱多隻股票，或涉案主
體為「纍犯」、「慣犯」的操縱市場案
件。

「無死角監控」確保市場健康
中證監指出，操縱市場行為嚴重破壞

資本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誤導和欺詐市場投資者，損害投資者合法
權益，破壞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任基
礎，嚴重影響市場秩序，一直以來皆屬於
嚴厲打擊查處的重點違法行為。下一步將
繼續對各類市場操縱行為保持高壓姿態，
對打擊操縱市場違法行為中發現的超比例
持股、違規減持、短線交易等違法行為予
以一併關注。對於符合立案標準的立即立

案稽查，做到「無死角監控」，嚴厲打
擊，確保市場秩序健康平穩。
另外，恒生網絡、同花順、上海銘創

軟件技術等三家網絡公司明知一些不具有
經營證券業務資質的機構或個人的證券經
營模式，仍向其銷售具有證券業務屬性的
軟件，提供相關服務，並獲取收益的行為
違反了《證券法》第122條規定，構成非
法經營證券業務。中證監指，依據《證券
法》第197條規定，決定沒收恒生網絡違
法所得約 1.0986 億元（人民幣，下
同），並處以約3.2960億元罰款；沒收
同花順公司違法所得約217萬元，並處以
約653萬元罰款；沒收銘創公司違法所得
約949萬元，並處以約2,848萬元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DYNAM
JAPAN（6889）昨公佈截至9月底止中期業
績，半年純利38.6億日圓，按年跌19.31%，
每股盈利5.04日圓；公司派中期息6日圓或
0.42港元。期內，營業額4,162.46億日圓，
按年跌0.21%；EBITDA為144.31億日圓，
按年升9.57%。

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佐藤公平昨在業績記
者會上表示，旗下山口縣度假村的發展計劃
現時正按序進行，公司團隊正在研究當中。
初步估計若當局批出賭牌，最快在明年有消
息，現時一切未有定案，或會有變動。公司
已準備其他取替方案，同時亦建設酒店及購
物商場等設施，屆時可能引入國際酒店品牌
管理。

彈珠機售澳門仍待發牌
他又指出，未有計劃於其他酒店發展計

劃，同時亦未有股份回購計劃。對於公司出
售彈珠機予澳門賭場經營商，目前仍在等待
當局發牌，預料最快將在明年3月完成。
至於日本當局在年底收緊投注高額彈珠

機，公司早已為此作準備，將高額投注彈珠
機的業務減低，現亦已見成效。公司會轉為
發展低額投注彈珠機業務。他估計，相關政
策可能會淘汰部分同行，公司會密切留意並
在尋找合適的併購機會，但現時未有時間
表，亦不會急於購買，相信在數個月後價格
更相宜，明年或會開始研究其可行性。

DYNAM JAPAN半年少賺19%

■佐藤公平指，旗下山口縣度假村的發展計
劃現時正按序進行。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