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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冀年內發虛擬銀行牌
牌照新指引擬月內推 關注信息安全反洗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金融科技應用日廣，同時帶動互

聯網金融迅速發展。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昨出席一個午宴活動致

辭時表示，過去5年網上銀行交易金額每年平均增長14%，目前

網上銀行賬戶亦達1,300萬戶，故此金管局正積極推動虛擬銀行發

展，冀年內完成相關牌照的審批，期望為銀行業界帶來新景象。

金管局月內將推出虛擬銀行牌照新指引，不少公司均曾透露有意

申請牌照，包括港產電子錢包「TNG」及網上貸款平台

「WeLend」等。

阮國恒表示，留意到本港銀行正陸
續增加金融科技投資，如人工智

能（AI）、手機支付和生物認證等；
互聯網金融服務亦日趨普及，當中信息
安全問題備受外界關注，同時成為銀行
業的一大挑戰，包括網絡攻擊風險增
加，因此監管方對銀行有反洗錢和「認
識你的客戶（KYC）」的要求等。他
認為銀行除了要發展金融科技，亦需要
在網絡安全繼續投入資源，不應低估潛
在風險。

加密貨幣非貨幣類別
財庫局局長劉怡翔昨早上出席同一
個主辦機構的論壇活動時亦表示，金融
科技為市民帶來便利，但同時帶來不少
問題，包括有可能影響金融安全及金融
市場的穩定，令監管機構面臨更大挑
戰。當中包括如何可在發展及維持穩定
上取得平衡，監管成本亦可能會增加。
他舉例指，現時虛擬貨幣能以匿名方法
交易，當中或涉及反洗錢要求，至於這
些交易又是否需要進行盡職的KYC，
相信皆是監管機構需盡早解決的問題。
阮國恒昨下午致辭時重申，由於加
密貨幣不具備成為貨幣的條件，因此並

不會歸類於貨幣類別；不同地區現時應
對有關方面的態度不一，香港會留意在
反洗錢方面的風險，部分地區則更留意
投資者保障事宜。他承認目前如何確保
有關安全仍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冀KYC制定劃一標準
匯豐銀行總經理兼亞太區營運總監

鄭小康預期，銀行業界對KYC方面的
投資只會有增無減，因為銀行在不停收
集客戶資料時，有需要提升技術處理龐
大的資料，並加強大數據分析。他亦提
到，由於現時全球的監管機構對KYC
並未有劃一標準，因此各地分行或需遵
從「各處鄉村各處例」，期望日後各地
可以就KYC制定一套劃一標準。
華僑銀行集團行政總裁錢乃驥則認

為，銀行業界在KYC的問題上不應存
在競爭心態，因為銀行收集客戶資料渠
道有限，故有需要與不同銀行及監管機
構合作，擴闊更多收集客戶資料渠道，
以盡職進行KYC。因此他期望不同監
管機構及銀行可研究跨地域資訊交換，
又建議可參考新加坡就推出資料共享平
台「MyInfo」，由政府帶頭開放相關
資料庫予私人機構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就個人貸款業務
的信用風險管理向銀行發出指引，容許銀行
應用創新科技管理個人貸款業務的信用風
險，從而改善客戶的數碼銀行體驗。在新指
引下，銀行可以在其個人貸款組合中劃分出
一部分作為「新私人貸款組合」，在審批貸
款時無須硬性遵循傳統的個人貸款審批方
法，收集客戶的入息證明，以評估他們的還
款能力；可應用金融科技，採用新型信用風
險管理手法，例如透過大數據和行為模式分
析，審批和管理個人貸款業務相關的信用風
險。

提升數碼銀行體驗
金管局指，為確保相關風險得到妥善管

理，銀行須為「新私人貸款組合」設置上
限，總額不應超過資本基礎的10%。在起始

階段，貸款額亦應該較一般個人貸款產品為
低。在應用新型信用風險管理的同時，銀行
必須以負責任的原則經營相關業務，提供充
足資料包括產品特點及借款人的還款責任
等，讓客戶作出合適的決定，並避免客戶出
現過度借貸。金管局會在適當時候評估新型
信用風險管理手法的成效，研究新安排下一
步的適用範圍。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表示，新指引可以讓

銀行在個人貸款業務上更靈活創新及應用更
多金融科技，以提升客戶的數碼銀行體驗，
這也是銀行監管手法上的重要發展。

中銀：個貸更趨靈活
中銀香港副總裁龔楊恩慈對指引表示歡

迎，認為新指引既讓銀行在發展個人貸款業
務時享有更大靈活度，同時亦有助平衡相關

的信用風險。她表示，在新指引下，銀行在
審批貸款時無須硬性遵循傳統的個人貸款審
批方法，收集客戶的入息及住址證明；可採
用數據模型、其他大數據及信貸資料評估客
戶的還款能力。同時，銀行亦須為此部分的
「新私人貸款組合」設置上限，以管理相關
信用風險。
她稱，中銀將按金管局的指引及規定，改
善相關貸款業務的審批流程，簡化審批所需
文件，縮短審批時間，提升客戶體驗。
金管局在去年9月公佈七項措施，推動香
港銀行業邁向智慧銀行新紀元，其中一項為
「銀行易」措施，旨在推動改善現有銀行業
監管手法，使銀行能夠更有效應用金融科
技，提升客戶的數碼銀行體驗。新指引是金
管局「銀行易」工作小組經諮詢銀行和科技
業界後制定。

允銀行藉大數據批個人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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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共享概念於
全球盛行，惟香港在法例上似乎仍未追上潮
流。根據現行《旅館業條例》，業主在沒有
申領旅館牌照下將單位出租作民宿用途即屬
違法，令提供短期出租民宿網站Airbnb難以
在港經營。Airbnb昨宣佈一系列政策建議，
提出適合香港市場的住家分享方案，同時敦
促政府重新考慮《旅館業條例》的修正案，
包括訂立「住家分享」政策。例如房東須向
港府註冊，執行確保社區安全的安全準則、
限制每年可租出日數，以及簡化賓館發牌框
架等措施。

港府擬嚴打無牌旅館
民政事務總署去年完成檢討《旅館業條
例》，建議加入「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如
有足夠證據，例如街道或互聯網上登廣告、
價目表、旅館佈置和佈局等環境證據，證明
是用作無牌旅館，提供服務的業主或租客便
要負上刑事責任。不過如果證實業主不知道
租客利用單位作無牌旅館，可以有免責辯
護，旅館業界歡迎修例。民政事務局期望明
年向立法會提交具體的修訂建議。
Airbnb亞太區公共政策負責人Mike Orgill
昨指出，公司早於2014年就有關住家分享向
政府提交建議方案，但仍未見採納意見；故
再次提出建議，希望政府能夠採納。根據
《條例》修正案，旅遊的好處仍然集中在少

數人手中，甚至不惜犧牲當地居民的利益。
他昨倡議，訂立「住家分享」政策，包括房
東須向港府註冊，執行確保社區安全的安全
準則、限制每年可租出的日數，以及簡化賓
館發牌框架。他有信心，香港作為高度開放
的國際城市，政府最終會接納其建議。

Airbnb去年消費貢獻26億
Mike Orgill續指，目前在香港約有5,000個

房東，提供約9,000個物業出租，去年有約45
萬訪港旅客使用。僅在2017年，Airbnb社群
為香港經濟貢獻高達26億元的收益。全球八
成Airbnb房源位於典型酒店範圍以外地區，

住家分享帶來的多元化效益，令更多香港家
庭及社區受惠。住家分享有助重新平衡香港
對內地旅客的依賴。來自內地的訪港旅客達
70%，超過65%的Airbnb旅客則來自世界其
他地區，包括美國、菲律賓、韓國及新加
坡。
Mike Orgill表示，Airbnb在香港的負面事

件極為罕見。去年向Airbnb報告的重大財產
損失（根據房東保障金計劃索賠超過1,000美
元的賠償）僅有0.002%。他又指，Airbnb會
盡一切所能確保民宿的安全，例如為房東提
供免費的煙霧偵測器，亦會分別為房東及租
客提供各上限100萬美元的保險保障。

信和夥中移動拓物聯網

Airbnb促港府訂立「住家分享」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信和集團與
中國移動香港昨日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通
過多元化的合作與PRE-5G基建，在信和集團
旗下住宅及商場物業推出一系列採用中國移
動香港的窄頻物聯網（NB-IoT）解決方案。
當中包括智能家居、智能商場以及智能物業
管理應用，攜手創建香港成為智慧城市，提

升市民生活質素。

提升物業管理效率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認為，雙方的合作
不僅為集團客戶及消費者帶來更方便和優質
的生活體驗，同時亦配合國家和香港特區政
府以創新科技推動社會發展的理念。

在有關合作協議下，集團將把最新的物聯
網及大數據技術應用於旗下多個物業項目，
以加深商業用戶體驗，提升物業管理效率以
及環保節能效益。雙方計劃以奧海城作為展
示場地，設置智慧家居（Smart Home）示範
單位，以及適用於工商業及停車場等各類物
業的NB-IoT解決方案及其他智能應用方案，
展示如何以高新技術來改善住客的生活體驗
及客戶的工作模式。
如智能停車場系統的運作是當車輛進入停

車場時，系統會自動取像辨識車牌，利用辨
識結果進行停車的自動計時與計費。此外，
車主可通過手機應用程式與現場引導屏快速
找尋停車位，令管理後台的整體運營效率提
升。
中國移動香港董事兼行政總裁李帆風認

為，未來5年整個社會將加快邁進數碼時代，
物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是未來新機遇。
他指出，5G的推進與發展是構建智慧香港的
重要元素。雙方是次合作不僅有助擴大信和
集團的物業網絡覆蓋，亦能配合該集團的需
要及未來發展。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時 富 金 融
（0510）昨宣佈，其新成立的附屬
公司─鯰魚金融科技（Weever
FinTech Ltd.）將開發一個平台，以
更具效率且符合國際交易準則的方
式連接數碼貨幣世界，為Y世代用
戶提供零佣金數碼貨幣交易服務。
時富金融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志

明表示，愈來愈多精通科技及使用手
機為主的Y世代用戶正在尋找新的投
資產品及方式；與此同時，數碼貨幣
已成為新的資產類別。有鑑於目前參
與數碼貨幣市場的痛點，包括昂貴的
交易徵費和龐大的投資規模，以及含

糊的合規程序，時富金融率先成為香
港首家零佣金數碼貨幣交易服務商，
以「BATS」惠及投資者，打開投資
新領域。
所謂「BATS」是代表：最佳執行
（Best Execution），提供最佳執行，
實踐「以客為先」的服務理念；簡便
快捷（Accessibility），提供便捷連繫
多 個 交 易 所 及 場 外 交 易 平 台
（OTC）；安全可靠（Trusted），
嚴守國際交易準則，提供穩定系統，
支援大量用戶同時進行交易；分拆投
資（Split）：投資金額可拆細低至千
份之一個數碼貨幣。

騰訊夥英國政府拓文化產業

時富金融設虛幣交易平台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馬翠
媚）中國銀保監
國際部主任范文
仲昨來港出席金
融安全及金融科
技論壇，他代表
中國銀保監主席
兼人民銀行副行
長郭樹清致辭時
表示，邁向數碼
經濟時代，金融
數據成為核心經
濟資源，相信金
融監管未來將演變成數據化的管理機
構，以至金融體系中最大的數據中
心。所獲得數據不再以報表或報告形
式呈現，反而是一個三維立體且動態
的圖形。

設大數據中心監管方
范文仲解釋，金融科技發展一日千

里，當中信息安全潛在風險正在增
加，然而數據化已成為大勢所趨，中
國銀保監亦關注到有關方面的監管，
認為監管方如要真正監管科技，必要

面對一些顛覆思維的概念。例如將所
有數據蒐集到一個管理部門，建立大
數據中心的監管方，透過有效搜索所
需及進行全面分析，將有助監管方更
加全面、更加立體地了解整個金融體
系。
他又指出，為了減輕金融科技帶來

的潛在風險，監管方需要確保產品流
程運行良好；一些基礎設置如支付平
台等應設系統性金融監管，提升透明
度及維持開放性，以確保這些核心經
濟資源應用是符合公眾利益。

銀保監：金融監管將演變成數據化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據
路透社消息，騰訊（0700）將與英國
國際貿易部簽署諒解備忘錄，初期重
點涉及電影、電競遊戲和時尚等產
業。此舉將加深兩國之間的文化交
流，並為騰訊打入國際市場奠定基

礎。
騰訊將與BBC、英國時裝協會、官

方旅遊網站Visit Britain，以及科學刊
物出版社Springer Nature等，在電子
數碼、文化和創意領域等項目合作，
但投資金額暫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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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仲指，金融監管未來將演變成數據化的管理機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