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管局推金融科技育才2.0版
香港文匯報訊 雖然黑客橫行，

但日本聊天軟件公司Line Corp.勇
者無懼，計劃推出虛擬貨幣交易
所。此前黑客從Coincheck交易所
竊取了價值5.3億美元的虛擬貨
幣，造成全球規模最大的一宗數
字貨幣盜竊案，引起監管機構對
日本的此類交易所進行調查。

日本金融廳正審查申請
Line昨日在一份聲明中稱，日本

金融監管當局正在審查公司提交的
營運虛擬貨幣交易所的申請。日本
金融廳本周一指，Coincheck交易
所發生黑客攻擊後，該廳將對日本
境內所有虛擬貨幣交易所的安全漏
洞進行調查，日本金融廳負責新交
易所的註冊工作。
一名Line的發言人表示，「關於

與剛加入或者是經驗不足的用戶溝通
這類金融產品的價值和蘊含的風險
上，我們應該注意到要取得平衡。」
日本金融廳登記在案的加密貨幣交
易所有16個，另外16家在運營的
同時還在等待審批。Line表示，將
通過新公司「Line Financial」開
始交易加密貨幣，這家新公司也
通過Line通訊應用程序提供貸款
及保險等產品。Line目前通過其
應用程序向4,000萬用戶提供轉賬
及付款服務。

■日本聊天軟件公司Line Corp.計劃推出
虛擬貨幣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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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應科院數碼港科技園 冀五年育1000專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金管局昨公佈推出金融科技人才

培育計劃升級版(FCAS 2.0)，加強培育本港金融科技人才。金管

局將與應科院、數碼港和科技園合作，提供4個不同金融科技人

才培育項目，當中包括暑假創業營、深圳暑期實習計劃、「空檔

年」全職實習計劃及畢業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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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本地土木工程承建商
常滿控股(8523)昨日(1月31日)起至下周一公開招股，
發行1億股，全部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
0.4至0.5元，集資最多5,000萬元，獨家保薦人為絡
繹資本。以每手5,000股計，入場費為2,525.2元，股
份將於2月12日於港交所創業板掛牌。

稱將積極參與公營項目
常滿控股主席兼執行董事鄧仕和昨於記者會
上表示，發展局未來每年將推出逾800億元的
公營項目，公司會積極參與。
因為公司業務以公營項目為主，更擁有參與大型

建造工程的經驗，有信心能從中受惠。為提升競爭
力，進一步增加公營項目中標機會，公司計劃將部
分集資所得，用作增加地盤設備及擴充團隊。
公司預期是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

2,500萬元。談及具體的款項運用計劃時，鄧仕和
表示，集資所得中，50%會用作擴展及提升服務能
力、25%用作把握公私營界別市場增長、10%用作
擴展會計及行政團隊、7%用作減低融資成本及提
高溢利回報、8%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常滿控股高級會計經理石偉杰表示，公司上市

後，部分可換股債將會轉為股份，有助公司降低負
債率，令公司財政更健康。

常滿控股招股 2500元入場

鄧仕和(中)表示，發展局未來每年
將推出逾800億元的公營項目，公司
會積極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

余立安(右)指集團去年中標
率較前年下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

■■蘇冠濤蘇冠濤((右二右二))表示表示，，公司將積極參與澳門公私營公司將積極參與澳門公私營
投資項目投資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攝

金管局助理總裁(金融基建)李樹培
指出，今年4個不同的金融科技

人才項目將培育不少於260個人才，
希望在未來5年培育500至1,000名金
融科技專才。
金管局於去年9月宣佈7項有關智
慧銀行的舉措，協助銀行業提升至
更高層次，當中包括提升科研及人
才培訓，而FCAS 2.0即為該舉措的
其中一部分。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計劃為年
輕人提供寶貴實習和就業機會，金管
局會繼續與金融科技界持份者共同努
力，擴展本地人才庫，促進本港邁向
智慧銀行新紀元。

4項目囊括海內外實習交流
FCAS 2.0將包括4個培育項目，適
合處於不同職涯發展階段的年輕人
才。第一，暑期創業營，金管局將與
數碼港合作，轉介合適的2017/18年
度FCAS實習生取得「數碼港．大學
合作夥伴計劃」提名。參與該計劃的
香港大學生會在暑假期間到海外一所
知名大學參加為期一周的創業營，與
業界知名領袖和初創企業互動交流，
並接受指導。
第二，深圳暑期實習計劃，金管
局亦正在制訂暑期實習計劃，讓學
生在深圳的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公
司工作六周，實地體驗深圳的金融
科技生態。
第三是「空檔年」全職實習計

劃，金管局與應科院得到 20 間銀
行及10間大專院校支持，在2018/
19年度會繼續合作為大學生及研究
生提供為期六個月或一年的全職實
習職位，於金管局或銀行參與各項
金融科技項目。金管局和應科院會
分別為實習生繼續提供相應監管講
座和技術課程。
第四，畢業生計劃，數碼港及科技

園會鼓勵其金融科技相關租戶全職聘
用應屆或新近畢業生。金管局和應科
院會分別為該批畢業生提供監管講座
和技術課程。

虛擬銀行指引將陸續出台
另外，李樹培透露，已有逾10家
機構與金管局探討設立虛擬銀行，
相信相關指引陸續會出台，屆時有
興趣的機構可申請，至於虛擬銀行
能否成功，則要視乎市場的反應，
其他市場都有成功的例子。他希
望，今年內會有虛擬銀行開始營
運。
當被問到何時允許遙距開户，他

回應指，只要透過科技達到反洗黑
錢的監管要求，金管局是容許客户
遙距開户。
至於首次代幣發行(ICO)的發展，

李樹培認為區塊鏈是當局發展的重
點，但虛擬貨幣則是被當作商品投
機，甚至用作洗黑錢等非法用途，強
調並不是真正的貨幣，呼籲市民要小
心了解其性質。

■左起：數碼港主席林家禮、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金管局助理總裁(金融基建)李樹培、科技園行
政總裁黃克強，參與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計劃 2.0 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財庫局局長
劉怡翔昨出席立法會會議時表示，為促進
儲值支付工具市場的發展，財庫局正與數
個政府部門商討，研究以先導方式讓市民
可以利用手機上的電子錢包應用程式掃描
政府賬單上的條碼，便可以隨時隨地繳交
政府賬單費用。

正探討落實二維碼支付安排
劉怡翔表示，金管局一直有留意世界各地

的電子支付發展，並不斷推出不同的措施和
系統，便利本地電子支付市場的發展。快速
支付系統預計在今年九月投入服務，該系統

全面連接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促進
零售客戶和企業的支付服務；且會無間斷運
作，提供一個實時支付平台。
客戶只需利用手提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便

可以隨時隨地在不同銀行與儲值支付工具之
間進行即時資金調撥或支付。
他又稱，為了更廣泛地促進流動零售支付

的使用，並為商戶和客戶提供更大便利，金
管局已與業界就訂立二維碼標準成立了工作
小組，探討如何使商戶能夠利用同一個二維
碼，接受客戶透過不同儲值支付工具進行支
付，小組已完成有關技術標準的工作，正在
探討如何落實具體安排。

快速支付系統料9月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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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滿控股(8523)

土木工程承建

不適用，全數1億股
在港公開發售

0.4元至0.5元

5,000萬元

5,000

2525.2元

1月31至2月5日

2月12日

絡繹資本

寶發控股 (8532)

一站式外牆及幕牆工程
解決方案分包商

2億股，10%為公開
配售

0.25元至0.35元

7,000 萬元

8,000

2828.22元

1月31至2月5日

2月23日

耀盛資本

澳能建設 (1183)

澳門綜合型建築工程承建
商及變電站建造商

3億股，10%作香港公開
發售

1元至1.25元

3.75億元

2,000

2525.19元

2月1至6日

2月13日

創陞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澳門綜合型建
築工程承建商及變電站建造商澳能建設 (1183)
昨日公佈主板上市計劃。該股的主要股東之一
為有「小賭王」之稱的新濠國際發展 (0200)主
席何猷龍，其旗下附屬公司亦為澳能建設客
戶。行政總裁及副主席蘇冠濤於記者會上表
示，何猷龍只屬投資者，而集團的主要4位管
理層持有逾50%的股份，相信管理層可為集團
制定上市後的重要策略。
據招股書透露，何猷龍以全資擁有的投資控
股公司King Dragon入股澳能建設，涉資1,080
萬元，佔澳能建設20%的股權，而4位管理層
則持有50.08%的股權。營運總裁林國華表示，
何猷龍具知名度，加入對公司有很大裨益，但

公司不會因他的關係集中某一項目，只要有好
項目均會積極考慮參與。蘇冠濤表示，公司將
積極參與澳門公私營投資項目，把握澳門第二
次騰飛所帶來的不同機會。
他又稱，去年澳門風災，政府決定興建新發

電廠，並快速進行招標，預計將在今年開標，
公司亦會積極參與。公司昨公佈主板上市計
劃，於今日至2月6日招股，是次發行3億股，
90%作為國際配售，10%作香港公開發售，招
股價介乎1元至1.25元。每手入場費為2525.19
元。創陞融資為其獨家保薦人。上市集資淨額
介乎2.03億元至2.61億元，當中43%用作承接
新項目時為發行履約保證金，23%用於設立倉庫
以加強設備及物料的存儲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一站式外牆及幕牆工程解決方案
分包商寶發控股 (8532)昨公佈於
創業板的上市詳情。該股計劃發
售共2億股，當中90%為國際配
售，另外10%為公開配售；其發
售價為0.25元至0.35元，估計發
售所得款項淨額為3,420萬元，
而每手入場費為2,828.22元。該
股於昨起至2月5日招股，預計2
月23日掛牌。
據招股書透露，約32.7%集資

淨額將用於支付三個新項目及一

個潛在項目的預付成本；39.8%
用於增設人手及擴大辦公室設備
等；18.7%用作新項目的書面保
證要求；其餘則用作一般營運資
金。
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余立

安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集團去
年中標率較前年下跌，因為集團
當時工程項目已經飽和，此為集
團的策略性安排，相信上市後會
利用部分集資額，將增聘18名
員工，包括技術人員，以處理高
技術項目。

寶發控股料淨集資34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有線寛頻昨宣佈委任
梁淑儀為營運總裁，自今日（2月 1
日）起生效。梁為電訊界資深高層管理
人，於固網及流動通訊服務累積豐富專
業知識，曾任CSL大眾客戶市場總
裁，參與制訂其多元品牌的服務發展及
營運策略，更參與建設及制訂全球首個
4G流動通訊網絡的應用方案。2012
年，梁加入香港知名社會企業及慈善機
構長者安居協會出任行政總裁，致力於
服務社會及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應用。

梁淑儀出任
有線寬頻營運總裁

香港文匯報訊 英皇證券(0717)昨日
公告披露，本金總額4.23億元的第二批
債券，已根據配售協議條款及條件於
2018 年 1月 31日獲發行，到期日為
2021年1月31日。該等債券利息為年
利率5%。在完成發行第二批債券後，
總額為6.03億元的債券已根據配售協議
獲成功配售及發行予承配人。

英皇證券
發4.23億元債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互聯網爭奪線下新零售的入口，
由生鮮食品、日用百貨轉向紡織服裝行
業。海瀾之家發佈最新停牌公告，稱戰
略投資方擬通過協議轉讓方式受讓公司
部分股份。有消息表明，投資方或為互
聯網巨頭企業，近期積極佈局實體新零
售的騰訊、阿里、京東都存在可能。

擬轉讓5%的股份
據公告，海瀾之家轉讓5%的股份，

具體細節將由雙方進一步磋商，同時擬
與戰略投資方合資設立產業投資基金。
按照當前海瀾之家513億元（人民幣，
下同）總市值來看，5%股份約為25.7
億元。

傳海瀾之家
獲互聯網巨頭入股

澳能建設招股「小賭王」持股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