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濰柴動力夥西港開發天然氣發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香港

金融業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可發揮

重要作用，香港與內地金融業合作前景很好。據中新

社消息，正在北京訪問的陳德霖介紹說，香港金管局

2016 年 7 月 成 立 金 管 局 基 建 融 資 促 進 辦 公 室

（IFFO），目的在於為持份者提供資訊交流平台，共

同促進基建投資及其融資，截至目前已有70多個合作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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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職位 ( 1 )

職位名稱 湘菜大廚
每週工作日數 6

扣除休息時間
後之工作時間

10:00-11:00, 11:30-14:00 (√ )不需輪班工作
17:30-23:00
(用膳/休息時間：11:00-11:30及17:00-17:30)
(每天9小時工作)

語文要求
會話 ‧一般普通話
讀寫 ‧一般中文讀寫

最低入職要求（包括學歷程度、
經驗（多少年）、技能等）

‧沒有學歷要求
‧ 5年相關工作經驗，包括廚

房管理經驗
‧ 持有內地職業技能鑒定中

心簽發的中式烹調師三級/
高級技能職業資格証書優
先考慮

‧需進行技能測試

工資 每月$24,670，而所有休息日，不需工作的用膳
時間，及休息時間（用膳時間除外）為無薪。

工作地點

Shop C On Mezzanine Floor & Portion of 
G/F, Nathan Tower, 518-520 Natha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中文地址為「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8-520號彌
敦行閣樓C舖和部分地下」)

申請職位 ( 2 )

職位名稱 湘菜二廚
每週工作日數 6

扣除休息時間
後之工作時間

12:30-17:00, 17:30-22:00 (√ )不需輪班工作
(用膳/休息時間：12:00-12:30及17:00-17:30)
(每天9小時工作）

語文要求
會話 ‧一般普通話
讀寫 ‧一般中文讀寫

最低入職要求（包括學歷程度、
經驗（多少年）、技能等）

‧沒有學歷要求
‧ 3年相關工作經驗，包括廚

房管理經驗
‧ 持有內地職業技能鑒定中

心簽發的中式烹調師三級/
高級技能職業資格証書優
先考慮

‧需進行技能測試

工資 每月$18,580，而所有休息日，不需工作的用膳
時間，及休息時間（用膳時間除外）為無薪。

工作地點

Shop C On Mezzanine Floor & Portion of  
G/F, Nathan Tower, 518-520 Natha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中文地址為「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8-520號彌
敦行閣樓C舖和部分地下」)

湘 肴 世 家 招 聘

有意者請電
9662 7568 與謝小姐聯絡

冀促進「帶路」基建融資
近日簽署的《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
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中提到，支持香港金管局基建
融資促進辦公室發揮作用。
陳德霖表示，「一帶一路」

沿線的基建項目往往是長期項
目，通常需要大量資金。
香港在投融資方面有優勢，

既可協助內地企業「走出
去」，推動業務國際化；又可
幫助海外投資者更準確地投資
市場，實現互利雙贏。

他指出，國家開發銀行20日
在香港以私募方式成功發行3.5
億美元5年期固息「一帶一路」
專項債券，凸顯了香港在促進
區域基建項目融資過程中扮演
關鍵角色，相信國開行今後還
可能繼續通過香港這個平台發
行專項債券，也期待其他金融
機構利用香港平台。

盼更多機構利用港平台
香港金融業發展堅持「背靠

內地、面向全球」戰略，加強
與內地有關方面合作，發揮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
岸中心等優勢。

■陳德霖稱，金
管局基建融資促
進辦公室目前已
有70多個合作夥
伴。 資料圖片

陳德霖﹕

香港文匯報訊 微信支付WeChat Pay
HK昨推出直接付款授權功能 (DDA)，用戶
可透過全港17間銀行為錢包餘額增值。加
上之前推出的中銀香港及工銀亞洲賬戶綁定
與即時支付功能，WeChat Pay HK已覆蓋
大部分香港主要銀行，用戶可體驗小額過
數、線上及線下付款、跨境匯款，及
WeChat發利是等「無現金」流動支付。

4銀行無須提前增值
現時WeChat Pay HK為用戶提供多種餘

額增值方式，提供綁定銀行戶口/信用卡，
一鍵付款等便捷功能。如你是中銀香港、工
銀亞洲、大新銀行、中信銀行（國際）的儲
蓄存款客戶或香港任意一間銀行的VISA /
MasterCard信用卡用戶，只需首次綁定銀
行戶口 / 信用卡至WeChat Pay HK，便可
無須提前增值賬戶餘額，享受即時支付。

如果你不是上述4間銀行的用戶，亦可以
在通過個人資料認證後，在WeChat Pay
HK內設定直接付款授權，透過全港其他17
間銀行戶口為WeChat Pay HK賬戶餘額增
值 。 當 然 用 戶 亦 可 透 過 7-Eleven 為
WeChat Pay HK賬戶餘額增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濰柴動力(2338)與加拿大西港燃料系統
公司（Westport Fuel Systems Inc.）在濟南
聯合簽署創新合作協議，雙方將聯合開發高
壓缸內直噴技術天然氣發動機，並將主要零
部件在山東實現工程化落地。
根據協議，雙方確定將聯合開發高壓缸

內直噴天然氣國六發動機，將天然氣發動機

的熱效率從現在的39%提高到42.5%，相當
於氣耗降低20%。雙方同時確定共同開發
3.0版的天然氣發動機高壓缸內直噴技術，
實現熱效率從42.5%提升到45%，相當於氣
耗比現在的標準降低40%。西港燃料系統
公司是全球天然氣發動機技術研發領域領軍
者，自主開發的高壓缸內直噴技術具有明顯
的競爭優勢，引領高端燃氣動力發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課題組發佈的《移動物聯
網（2017）行業研究報
告》指出，2020年中
國移動物聯網業務總體
市場規模將由今年的1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躍升至 1.76 萬億
元，年均複合增長率
15%。
另外，據透露，由中
國兵器工業集團和阿里
巴巴集團於2015年共
同發、成立的千尋位置

網絡公司，目前已構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單一
衛星地基增強系統。課題組負責人、復旦大

學產業經濟學系副教授
劉明宇指出，亞太地區
相關的移動物聯網接入
設備數在全球佔比高達
46%，但整個產業的利
潤佔比僅22%。
他又建議，以中國為

代表的亞太地區應抓住
硬件存量的規模優勢，
進一步開拓移動物聯網
產業應用場景，擴大產
業的價值空間。

內地移動物聯網市場將達1.76萬億

WeChat Pay HK開通17銀行餘額增值

■■劉明宇預劉明宇預
期期，，中國移中國移
動物聯網規動物聯網規
模將暴升模將暴升。。

記者記者
章蘿蘭章蘿蘭 攝攝

■■ WeChat PayWeChat Pay
HKHK已開通已開通1717間間
銀行增值銀行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