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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首家持牌虛幣交易所試運
大馬官方發牌 拓區塊鏈商機

虛擬貨幣去年以來儘管備受不少監管問題困擾，旗艦比特幣的價格

一度下跌逾半，但其應用區塊鏈技術及去中心化等優點，仍吸引着不

少追隨者及投資者。馬來西亞是亞洲少數批准虛擬貨幣合法化的國

家，中國一批區塊鏈技術專家及投資者近期與獲得合法牌照的馬來西

亞股東達成合作，上周在香港宣佈，在大馬推出持牌交易所，以拓展

東南亞區塊鏈和虛擬貨幣商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新紀元東南亞區塊鏈高峰會的新聞發
佈會日前在香港舉行，並同時宣佈

東南亞第一家持牌交易所新紀元交易所試
運。北京太一雲科技董事長兼國際數字經
濟聯盟主席鄧迪、元界CEO初夏虎、追
夢者基金聯合創辦人朱波、珍享科技
CEO許琳、來自馬來西亞的股東代表龍
振鵬，以及中國和馬來西亞共30多家媒
體出席了此次發佈會。

下月正式揭牌投入營運
許琳表示，新紀元東南亞區塊鏈高峰
會將於4月15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
屆時新紀元交易所、馬來西亞區塊鏈研究
院將舉行正式揭牌儀式，並於當日正式投
入營運。
鄧迪表示，新紀元交易所是東南亞第
一家持牌交易所，總部設在馬來西亞吉隆
坡，旨在為全球數碼資產用戶提供安全可
靠的數碼貨幣交易服務。作為面向全球的
數碼貨幣交易所，新紀元交易所在成立之
初就對組織結構、業務模式和發展規劃等
做了細緻深入的探討和設計，以保證技術
層面和業務層面既專業又具有前瞻的發展
潛力，集合眾多交易所的優點。

細緻設計確保交易安全
他稱，該交易所很重要的意義是獲得
了馬來西亞央行頒發牌照，是東南亞第一

家持牌的數碼資產交易所。交易所將遵循
對客戶識別認證和反洗錢的監管，因數碼
交易所涉及大額支出和用戶註冊。鑑於對
風險控制和合規要求非常高的國際大型交
易所亦會受到黑客攻擊，新紀元交易所將
設立專門的首席風控官，確保交易安全。
交易所的交易品種將由馬來西亞區塊鏈研
究院認可和該國央行認可。
初夏虎認為，目前市場上缺乏一個安

全易用的數碼資產交易平台，但安全是一
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事情，該交
易所將在安全方面下苦工，做一個最安全
易用的交易平台。
身為一名「老」投資人，朱波坦言自

己三分之二身在區塊鏈新世界，卻還有三
分之一身在「古典」投資界。通過半年的
學習，朱波深深認識到，如果不「上車」
就會被拋棄，不如擁抱這個區塊鏈的世
界。

中國技術專家參與建設
龍振鵬則強調，近兩年東南亞區塊鏈

業務火起來，但真正了解區塊鏈的人並不
多；中國區塊鏈技術十分成熟和人才豐
富，將這些技術和人才引入帶到馬來西
亞，將可促進區塊鏈技術的快速發展。未
來他們將為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大型企業提
供數碼貨幣發行和交易業務，從而更有效
拓展東南亞甚至全球業務。

中國內地去年9月底關停所有首次代幣發
行（Initial Coin Offerings，簡稱ICO）的交
易平台，內地許多交易平台和投資者於是轉
戰海外。許多海外資本看好中國的區塊鏈技
術、人才和資金等，紛紛在香港和東南亞等
地成立交易平台，搶奪該領域的話事權及商
機。
業內分析人士認為，新紀元交易所是典型

的馬來西亞牌照，加上中國技術、人才甚至
還有投資等，從而共同拓展數碼貨幣的機
會。
未來他們甚至還計劃協助大型企業發行和

交易數碼資產，這一領域的市場巨大，目前
如星巴克等一些大型公司已在發行該類資

產。

區塊鏈對傳統銀行衝擊大
無獨有偶，今年2月底，Coinsuper（幣

成）數碼貨幣交易所在香港正式推出。其在
香港推出無非是為了規避內地嚴厲的監管，
也方便吸引內地投資者和資金。當天，
Coinsuper在香港舉辦了與專業人士對話活
動。北大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顏色在此次
活動中表示，具有儲值及流通功能的數碼資
產皆可成為代幣，貨幣與金融資產並無明確
界限。數碼貨幣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所以
不必擔心金融創新創造了新的品種。區塊鏈
技術是顛覆式科技，對於傳統銀行業衝擊很

大，對於其他行業影響也不小。無論是對於
機構還是個人，機會與風險是共存的。

內地屏蔽IP打擊金融欺詐
去年9月底，當內地禁止ICO平台交易業
務時，包括內地知名的火幣網、OKEx和幣
安等大型數碼貨幣交易平台，均通過在海外
設立平台吸引內地投資者。不過，目前這些
平台已經引起內地監管當局的警覺。一位接
近互聯網金融整治辦的人士透露「該抓人要
抓，只要是針對國內用戶的金融欺詐犯罪，
不管在境內境外都要管，正在督促有關部門
屏蔽境外交易所平台的IP地址。」目前，一
些炒幣平台的公眾號已不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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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禁ICO 技術人才湧海外

■東南亞第一家持牌交易所新紀元交易所日前在香港宣佈
正式試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金融科技快速發展，帶來大量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舉辦的 2018
FinTech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啟動儀式昨日
在深圳舉行。該大賽面向國內外在校大學
生和創業僅兩三年的青年，參賽者可以選
取大數據、互聯網金融、區塊鏈或人工智
能等項目提交作品，將於7月評出決賽選手
和團隊，並將給予獎勵，以及項目扶持、
金融和科技企業的資源對接等。

擬設金融科技高校聯盟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協理副校長兼科
研處處長李學金認為，人工智能時代更需
要培養複合型、有想像力和創新思辯能力
的人才。在這一背景下，深圳高等金融研
究院發起舉辦「FinTech國際大學生創新大
賽」，同時推動成立金融科技高校聯盟，
這將對促進金融科技在高校中的普及和推
廣，培養金融科技人才，助力金融科技發
展。

育人才助金融科技發展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兼金融科技

與社會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張博輝表示，本
次大賽主要面向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
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學、數據科學、
經濟學、計算機和金融科技等相關專業的
本碩博學生。參賽者可以選取大數據、互
聯網金融、區塊鏈、人工智能、AR/VR，
以及量化共六大專題中的某一專題進行項
目提交，由專業的大賽委員會評審，並在7
月公佈比賽結果，最終按照決賽成績評出
獎項。大賽將邀請金融行業知名機構和業
內專家參與，並對參賽團隊或個人進行項
目輔導及支持。此次大賽亦是為國際大學
生塑造一個以創新為核心、深入理解金融
科技領域的機會，同時為金融科技國際交
流搭建平台。
香港科技大學畢業、前來參會的港青吳
藝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準備以
自己的區塊鏈和移動支付項目報名參賽。

他指出香港具有地域優勢，貨幣可自由兌
換，但是比較繁瑣，希望通過區塊鏈技術
解決這一問題，從而挖掘龐大的商機。
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畢業的蘇海橋則表

示，準備上報基於基因和區塊鏈技術的項
目，該技術可用於保險金融的創新。以前
某些疾病，保險公司不接受投保或者保額
很低，但通過基因技術提高保險覆蓋度，
就能讓以前不能買保險的人士，可以買到
保險和進行健康檢查和治療。

京東成立全球供應鏈創新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京東集團昨宣佈攜手來自
全球供應鏈領域頂級專家現代供應鏈之父
李效良、「火星計劃」供應鏈方案主導者
David Simchi-Levi，以及全球領軍企業高層
等10位代表共同宣佈成立全球供應鏈創新
中 心 （Global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Center；GSIC）。
京東表示，GSIC是在中國商務部市場建
設司指導下，由京東集團聯合沃爾瑪、唯
品會、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中歐
國際工商學院共同發起的供應鏈領域資源
平台。該平台集管理洞察與研究、教練式

輔導與諮詢、營運服務與實施優化、管理
技術開發與方案集成為一體，將形成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增值產品及其社會化全球
化服務能力。GSIC將在中國設立總部，在
美國、德國、澳洲和荷蘭等地設立分部，
實現供應鏈資源與服務平台的全球網絡化
佈局。

助企業提升供應鏈管理效率
京東集團副總裁兼大數據平台與產品研

發部負責人裴健表示，未來幾年，GSIC將
通過技術、方案和諮詢等方式，幫助全球

企業提升供應鏈管理效率，節省數以十億
計的企業營運成本。
京東一直致力於發展供應鏈能力，同

時結合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優勢，塑造了
線上線下、多平台、全渠道和一體化解
決方案。例如截至2017年底，京東消費
品類的自動化商品補貨已經可以覆蓋
86%以上的採購場景；在雀巢和京東啟
動的「聯合預測與補貨」項目，雀巢平
台上「產品有貨率」從 73%提高到
95%，促使雀巢每年提升超過3,000萬元
人民幣的線上銷售。

寵物護理企業推新加速器
香港文匯報訊 瑪氏寵物護理業務
（Mars Petcare）宣佈推出兩項新計劃，為
寵物護理行業的新興企業創新提供支持。
與Michelson Found Animals和R/GA合作
的Leap Venture Studio（簡稱Leap）是首
個專注於寵物護理未來的加速器；
Companion Fund是與Digitalis Ventures合
作的1億美元創業投資基金。這兩項計劃將
以新方式為創新者和企業家提供支持，無
論他們的企業是處於構思、實施還是規模
化發展階段。

瑪氏寵物護理業務總裁Poul Weihrauch
指出，計劃目標是為寵物創造一個更美好
的世界。互聯技術和數據為所有人帶來了
重大機會。透過將其與瑪氏的業務結合，
將能帶來巨大的改變。

設一億美元創投基金
Leap將為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寵物護理

新興企業提供支持，包括提供來自科學、
動物健康和寵物護理領域行業高層和領導
者的指導、與世界級合作夥伴合作的機

會，以及獲得來自瑪氏寵物護理業務、
Michelson Found Animals和更加廣泛創投
行業投資的機會。
至於Companion Fund將推動寵物護理

企業的發展，幫助他們兌現承諾。該基金
將由Digitalis Ventures管理，專注於支持
處於早期和增長階段的新興企業。其目標
是服務於寵物護理企業的創辦人，為他們
提供業務發展機會，幫助他們加快新興企
業的發展和為寵物護理行業的未來作出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IGG（0799）首席營運官
許元昨於記者會上表示，集團
旗下遊戲《王國紀元》去年收
入按年大增 252%至 34.1 億
元，主要是受惠內地Android
市場帶動。截至2018年 2月
28日，全球註冊用戶逼近1
億，月活躍用戶（MAU）突
破千萬。
他指出，由於該遊戲是在前

年3月推出，生命周期仍然年
輕，故仍有很大的市場增長空間，距發
展頂峰仍然有一段距離。集團日後會開
拓人口密度較大的市場，包括印尼、巴
西和杜拜。
許元又指，集團旗下遊戲主要針對18
歲以上的成年玩家，且一直遵守法紀，
中國內地對遊戲的相關法規沒有影響集
團業務，集團將來亦無打算染指兒童遊

戲市場。集團現時的遊戲以戰爭類為
主，未來會為女玩家開發新遊戲，開拓
新客源。
集團前天公佈截至去年全年業績，年

度收入大幅增長89%至47.32億元，淨利
躍升117%至12.09億元，雙雙創出歷史
新高。集團同時宣佈，派第二次中期股
息每股14仙。

騰訊33億購新麗傳媒逾27%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娛樂公司─北京

光線傳媒股份（300251.SZ）昨公告稱，
將其持有新麗傳媒27.642%的股份轉讓給
騰訊（0700）旗下的林芝騰訊科技有限
公司，對價33.1704億元（人民幣，下
同）。本次交易後光線傳媒將不再持有
新麗傳媒的股份。
光線傳媒指出，本次交易完成後，公

司能夠全額回收初始投資成本並取得很
好的投資收益，增加公司現金流，將對
公司當期業績產生積極影響。經初步測

算，就本次交易公司將取得的投資收益
約為22.66億元（未扣除所得稅）。
公告並稱，光線傳媒於2013年10月25
日與新麗傳媒及其股東王子文簽訂了
《股權轉讓協議》，公司以8.2926億元
受讓新麗傳媒27.642%的股份。
此外，公司擬與新麗傳媒簽署《電
影及電視劇項目戰略合作協議》，雙
方擬結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利用各
自優勢資源共同開發電影和電視劇項
目。

facebook在港推出Marketplace
香港文匯報訊 facebook宣佈在香港推

出Marketplace。Marketplace 是 facebook
上單一的平台，讓用戶能更容易在本地搜
尋、購買及出售產品。現時全球每月約有
5.5億人在facebook上進行買賣。facebook
在香港推出Marketplace，協助用戶更容
易在本地搜尋、購買及出售產品。無論用
戶是新手父母想尋找嬰兒服裝，抑或收藏
家想尋找稀有貨品，Marketplace讓用戶
更方便購買及出售物品。用戶能隨心所欲
在Marketplace購物和出售，因為用戶能
瀏覽買家及賣家的公開個人簡介、共同朋
友，以及他們使用了facebook多久。
Marketplace展示用戶會感興趣及社區

內出售的產品。用戶僅需按一下
Marketplace圖示，即可張貼並直接出售
產品，或在買賣群組中張貼亦可。若想
尋找特定的產品，用戶可使用頂部的搜
尋功能並以地點、類別或價錢篩選搜尋
結果。用戶可瀏覽眾多類別內可購買的
產品，例如家居、電子產品及衣飾。利
用內置的位置工具，便可調整想搜尋的
地區，或切換至另一個城市。決定要購
買的產品，用戶僅需在Marketplace內向
賣家發出訊息，告知他們感興趣並議
價，用戶與賣家便可商議有關買賣的細
節。facebook並不支援Marketplace上有
關付款及運送事宜。

IGG研新遊戲拓女玩家市場

■許元（左）
指，未來會
為女玩家開
發新遊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岑健樂 攝

中大辦國際大學生FinTech賽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舉辦的 2018
FinTech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啟動儀式現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