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雖然市場對回調擔憂日漸加深，但

滬綜指昨日依然頑強收出10連陽，收

市升0.1%，報3,425點，兩市區塊鏈

概念持續火爆，板塊升幅近6%。

區塊鏈領漲 滬指10連升

早盤低開0.18%後，滬綜指在區塊鏈、稀有
金屬等板塊帶動下，快速拉升翻紅，之

後則陷入回調態勢，午後跌幅逐漸收窄翻紅，
臨近尾盤又陷入拉鋸戰，最終贏得險勝。截至
收市，滬綜指報3,425點，漲3點，或0.1%；
深成指報11,464點，漲27點，或0.24%；創業
板指報1,804點，漲13點，或0.73%。兩市共
成交4,772億元（人民幣，下同）。

貴州茅台逆市倒跌
承接周三升勢，區塊鏈再次成為上漲急先
鋒，板塊升幅近6%，愛康科技、壹橋股份、
信雅達、金證股份、中科金財、易見股份等9
股漲停。不過寧波海順認為，區塊鏈還是一個
受消息影響的小題材，而並非主流資金選擇的
大題材。軟件服務、移動支付、雲計算、網絡
安全、電子信息、大數據等板塊升幅也都超過
2%。水泥建材、鋼鐵、石油、可燃冰、煤炭
等板塊領跌，貴州茅台昨日逆勢跌1.39%，800
元攻堅戰出現反覆。

2006年的6月，A股曾走出驚人的11連陽，
天信投顧指，10連陽的滬綜指距「歷史之最」
已經不遠，不排除將打平「歷史之最」。惟該
機構同時提醒，10連陽後股指即將逼近前期高
點，短期而言不具備多少優勢。

學者料A股港股化
此外，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昨日發表

文章稱，2017年A股市場中，行業龍頭股成交額
佔全市場的比重接近10%，佔比為歷史最高，由

此推理，未來A股港股化的趨勢真有可能出現，
「即那些小市值股票由於失去了『殼資源價
值』，流動性越來越差，最後變為『仙股』。」
他續稱，如果說A股市場交易量分佈出現

「二八現象」，是機構化加速的結果，但也會
引發被質押股票因價格下跌，而導致的違約，
故需防範散戶被「淘汰」過快的風險。他還提
到，要關注2018年的IPO規模，並不見得規模
越大越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固然重要，但防
風險更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雲鋒金融（0376.HK）公
佈，黃有龍因擬專注於其個人其他業務已辭
去公司非執行董事職務，即日生效。雲鋒金
融去年8月公佈聯手多家內地企業及新加坡政
府投資公司等，以131億港元收購美國萬通保
險亞洲有限公司。其後公司表示，考慮到賣

方提名的兩名董事將會擔任非執行董事，預
期黃有龍緊隨1月10日的股東特別大會後將
會辭去董事職務。
黃有龍為趙薇的丈夫，是雲鋒金融主要股東

之一，其與虞鋒、馬雲控制的Jade Passion佔
雲鋒金融55.42%股權。

在雲鋒金融完成發行部分新股收購美國萬通
保險亞洲的60%股權後，Jade Passion的持股
比例預計將下降至 41.66%。黃有龍控制的
Gold Ocean佔Jade Passion的26.79%股份，換
言之黃有龍在雲鋒金融的持股比例亦將由15%
下降至11%。

黃有龍辭任雲鋒金融非執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在上
海舉行的新零售峰會上，商務部駐上海特派員向
欣昨天透露，內地的消費已經連續四年成為拉動
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全國2,200家典型零售企
業2017年增長4.9%，全年網絡零售額6.4萬億元
人民幣，增長32.4%，穩居全球第一。

對於國家在數字化零售方面的扶持政策，向欣
表示2018年商務部會引導和支持商業企業應用
先進技術，提高轉型的能力，運用大數據建立及
時高效的反饋機制，開展精準營銷和定制服務。
主辦方商業觀察家昨於會上發佈了《新零售
發展方向趨勢報告》，顯示數字化已經對零售

業的人效提升、運營標準化以及業務流程改造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同時隨着智能設
備、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技術的突
破，使得數據獲取能力在零售業大幅提升。結
果可以對消費行為、產品供應、店員管理都起
到更精準的管理狀態。

商務部：新零售轉趨數字化

香港文匯報訊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內
地監管層已對投向委託貸款資產或信貸資產的
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全面叫停，中國證券投資基
金業協會從即日起，停止對投向委託貸款資產
或信貸資產的集合資產管理計劃進行備案，定
向投向委託貸款的資產或信貸資產需向上穿透

符合銀監會的委貸新規，按照新老劃斷原則，
已存續的業務自然到期不得展期和新增。
北京一家券商資管部人士稱已經接到了證監

會機構部的通知，要求不得新增投向委託貸款
資產或信貸資產的集合資管計劃，已存續的不
得展期。

中國銀監會1月6日發佈商業銀行委託貸款
管理辦法，明確委託貸款資金不得作為註冊資
本金、註冊驗資，不得用於股本權益性投資或
增資擴股等；不得用於生產、經營或投資國家
禁止的領域和用途，不得從事債券、期貨、金
融衍生品、資產管理產品等投資。

傳內地叫停資管計劃投向委託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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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互
聯網信息辦公室稱，對
於阿里巴巴關聯支付公
司螞蟻金服自動將用戶
納入信用評分系統的做
法，已於上周六約談了
螞蟻金服的代表，告知
其做法不符合《個人信
息安全規範》國家標準
的精神，違背了其去年
年底簽署的《個人信息
保護倡議》的承諾。
此前螞蟻金服旗下支

付寶被指未恰當告知用
戶，被納入該信用評分
系統將賦予螞蟻金服使
用他們個人財務數據的
廣泛權力，允許平台將
這些數據與其他公司和
第三方共享。這些信息
包括用戶收入、儲蓄和
購物開支等。
網信辦網站上的聲明

指，在上周六的約談過
程中，該監管機構要求

螞蟻金服切實採取有效措施，防止
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達拉斯MGI交易宣告流產
綜合外電消息，被網信辦約談是

螞蟻金服遭遇的又一個打擊。上周
螞蟻金服收購總部位於達拉斯的速
匯 金 （MoneyGram International
Inc., MGI）的交易，因為未能獲得
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批准而流產。
《華爾街日報》早前報道稱，監管
機構對於螞蟻金服將會如何使用速
匯金的數據感到擔憂。此外，螞蟻
金服還需應付新監管規定，規定要
求移動支付公司大幅提高備付金集
中交存比例，可能會減少這些公司
的利潤。
支付寶頗受歡迎的年度賬單功

能，使用戶可以分析過去一年中的
支出情況。2017年末，該功能開始
將查看賬單的用戶加入其信用評分
體系芝麻信用。支付寶有大約5.2億
活躍用戶，目前並不清楚有多少人
受到影響。

加強對支付寶全面排查
內地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所承擔的

家庭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但大部分借
款人都沒有可以用來評估信貸風險的
常規借貸記錄。面對這一局面，螞蟻
金服的「芝麻信用」等新評級系統應
運而生。該系統通過消費者的在線購
物習慣以及社交活動來評估風險。
網信辦稱，螞蟻金服應嚴格按照

網絡安全法的要求，加強對支付寶
平台的全面排查，進行專項整頓，
切實採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
再次發生。支付寶和芝麻信用稱，
正在檢討隱私保護政策，並會認真
落實網信辦的要求，從源頭查找問
題，深刻汲取教訓全面整改。

奇虎360百度曾涉同類事件
道瓊斯通訊指，近期還發生了其

他類似事件。去年12月份，網絡安
全公司奇虎360科技的一個直播平
台，由於將其位於運動場、學校和
餐廳等場所的監控攝像頭拍攝的畫
面在網上直播，涉嫌侵犯隱私在網
上引發眾怒，被迫關閉。奇虎360表
示，是否開啟直播功能取決於攝像
頭的買家，同時水滴平台經理稱，
在同一產品中提供監控和直播功能
需要反思。
本月，百度被一個省級消費者組

織告上法庭，稱後者的應用在未告
知用戶的情況下獲取權限收集用戶
的電話數據，包括短信和聯繫人。
百度稱，其應用須獲得用戶授權才
能操作，且收集信息都是在合理使
用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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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信辦已
於上周六約
談螞蟻金服
代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青島
市中心支行1月10日發佈的行政處罰
信息公示表顯示，海爾消費金融有限
公司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關於消費者權益保護的
相關規定，於2017年12月29日被罰
款10萬元（人民幣，下同）。亞洲
財經網指，這是央行開出的首張因違
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罰單。
據公開資料，海爾消費金融由海

爾集團發起成立，註冊資本5億元，
是第一家經中國銀監會批准開業的
全國性消費金融公司，也是內地首

家由產業發起設立的產融結合消費
金融公司，主營業務包括對海爾地
產項目量身打造車位貸款服務，此
外還曾推出海爾「0元購」產品。
2016年12月，央行印發《金融

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首次
將金融消費者定義為「購買、使用
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
自然人。」也是首次將互聯網金融
消費者概念明確，即「購買、使用
互聯網金融從業機構銷售的互聯網
金融產品或者接受互聯網金融從業
機構提供的相關服務的自然人」。

海爾消費金融違規被罰10萬

■■兩市區塊兩市區塊
鏈概念持續鏈概念持續
火爆火爆，，滬綜滬綜
指昨天收出指昨天收出
1010連陽連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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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2004年成立，凝聚港澳台
商、台胞，關懷社會，濟厄扶困。2006年創辦

「愛心獎」，表揚愛心楷模，激發社會正能量。今年
已邁向第十二屆，獎金提升至10萬美元，成為華人世
界最高獎額的愛心慈善獎。
「愛心獎」創辦人林添茂表示，前九屆「愛心獎」甄
選集中在港澳台地區，第十屆邁進內地，兩岸四地共選
愛心楷模，得獎人涵蓋基層慈善楷模、愛心企業家、非
牟利團體領袖，以及公益慈善觀念引領者、先行者。用
愛心、公益把兩岸四地連結起來，共融發展。
今年的甄選活動一如既往，廣獲兩岸四地各方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續任本屆終審
委員會主席。評委包括：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前

副局長許曉暉，台灣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台灣統一
企業前總裁林蒼生，TOM集團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楊國猛，鳳凰衛視執行副總裁何大光，知名時事評論
員石齊平及中文台執行台長高雁等29名政學商傳媒界
人士，有助推動本獎探討善經濟的時代文明，未來惠
及更多弱勢群體。
「愛心獎」下一個目標是2020年，第十五屆起甄選

範圍由兩岸四地擴展至全球華人社會，結合兩岸四地
及全球華人、華商的力量，共同維繫及推動「愛心夢
想」，期待有一天實現「愛心如水滴，匯流成大
海」、「華人世界愛心獎」的願景；在2025年成為世
界公益慈善項目，全球甄選愛心楷模，彰顯本獎與時
俱進的公信力和前瞻的使命感。

領展旗艦慈善及社區參與項目「愛．匯聚計劃」，自
2013年成立以來捐款總額接近4,700萬港元，受惠人數
超過250萬。新一年度撥捐900萬港元，就青少年培育、
活齡社區及資源管理三大範疇支援社區，並透過「領展
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協助青少年追求夢想。
踏入第五個年頭，領展「愛．匯聚計劃」資助多個項

目，包括香港導盲犬協會「導盲犬繁殖及教育」、保良
局「耆青小丑 ─ 快樂速遞」、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三代．共融．查篤撐」、音樂兒童基金會「音樂共融
＠領展」、小寶慈善基金「惜食堂惜食全方位─食物回
收」，以及珍古德協會（香港）「綠活地圖探索及社區
導賞」等社區項目，預計全年受惠人數超過140萬。
領展企業事務及市場策劃總監何柳鳳表示：「社區發
展興旺，同時帶動我們的業務發展。我們一直以來運用
來自物業、員工及商戶等各種資源連繫及培育社區，從

而為社會、經濟及環境創造價值。」
另外，領展於2015年設立「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
金」，至今已捐款740萬港元，資助370位家庭三代中首
代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領展今屆更增設40個名額予歷屆
領展獎學金得主，繼續支持其大學二年及三年級的學業。

日前，香港東源同鄉會程戈會長，黃文德監事長，程
理華副會長，程德興、程運英、張冠忠等理監事帶領50
多名鄉親會員，回鄉參加黃村崇伊中學90周年校慶。同
鄉會成員勇躍捐贈，為家鄉教育添磚加瓦。
從香港出發，300多公里的路程，鄉親們熱情高漲，

一路高歌，憶兒時回鄉路途的艱辛，讚嘆現時的交通發
達。崇中學生儀仗隊在校門外迎接大家的到來，細心體
貼的校方更是準備了可口的午餐。吃着家鄉的味道，看
着現代化建設的崇中，鄉親們喜上心頭，並在校長的介
紹講解下，了解了先賢們為教育事業的貢獻，僑胞鑄造
的輝煌，以及黃村這個文明僑鄉、文化之鄉。

傑出鄉賢、印尼僑胞、崇伊中學名譽校長程宏利，在
祖屋設宴款待香港同鄉會同胞。程老先生熱心公益，重
視教育，向家鄉黃村鎮崇伊中學捐資1,000萬元，用於該
校廣場、學生宿舍等各項基礎設施建設。
此行加強了同鄉會成員與家鄉的聯絡和交流，使港澳

同胞、特別是年輕新生代加深了對中華文化歷史的了解
和認同，觸發他們的祖根意識，增進他們的親情、鄉情
和對祖國的感情。

■2017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頒獎禮

■香港東源同鄉
會慶賀黃村崇伊
中學90周年校慶

領展五年捐4700萬支援社區發展

香港東源同鄉會賀
黃村崇伊中學90周年校慶

■■嘉賓與得獎人合照嘉賓與得獎人合照

備受華人世界重視的第十二屆「愛心獎」，以善心連繫海峽兩岸四地，甄選出6位得

獎人──香港：莊陳有；台灣：邱慶禧、康淑華；內地：馬蔚華、鋼子、袁存權。他們

因在慈善公益界展現的卓越領導能力、感人至深的愛心事蹟，每人獲得10萬美元獎金。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日前在香港舉行頒獎典禮。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