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為激發年
輕人創新破格的商業概念及企業家精神，新
世界發展成立的初創企業培育平台Eureka
Nova，與騰訊智慧零售（Tencent Smart
Retail）及眾創空間（WeStart）首次合作，
以智慧零售為主題，培育大灣區初創企業，
鼓勵以新科技優化客戶消費體驗、提升零售
企業營運效率及改變購物習慣。
申請者須為少於3年營運經驗，並至少有

2名全職初創者的大灣區初創公司，由業界
領袖、新世界及騰訊組成的評審委員會，以
創意、獨特、可行性、團隊專業等為準則，
選拔申請者。獲選的申請者將在明年第一季
參與各類支援課程，包括業內精英分享行業
現況、挑戰與機遇，並舉辦工作坊，為初創
者的商業難題提供建議。在孵化過程中，他
們會深入了解及利用騰訊於線上、線下的多
項智能工具，發掘智慧零售的機遇，包括微
信支付及微信小程序等。獲選的申請者更有
機會與集團夥伴及業界精英加深認識，擴展

人際及業務網絡。
在培訓過程中，參加者亦有機會驗證商

業概念，並在計劃尾聲參加「展示日」，向
集團領袖、業內精英、投資者及零售業巨擘
介紹業務，一旦被知名企業選中，日後將有
機會長期合作。截止報名日期為今年11月
11日。
新世界發展社會創新主管呂施施認為，

運用互聯網及物聯網技術，結合消費大數據
及線上線下渠道的智慧零售，已是現今零售
市場的新趨勢，今次與騰訊合作旨在鼓勵年
輕人抓住在大灣區創業的良機，大灣區人口
多達7,000萬，而且人口年輕，消費力龐
大，被Eureka Nova選中的初創企業可憑大
灣區為起點，邁向全國及海外更大的市場，
發展潛力無限。
騰訊公司副總裁林璟驊指，騰訊智慧零售

希望能通過騰訊的互聯網能力和商業工具，
來協助零售商，讓零售商更貼近消費者，以
新數字化營運為用戶帶來更好的消費體驗。

新世界夥騰訊培育大灣區初企

錢方：黃金周移動支付吸2.16億
香港文匯報訊 移動支付和消費大數據

金融科技公司錢方集團昨發佈「十一」黃
金周期間的香港跨境移動支付大數據，總
移動支付交易額約2.16億港元，交易商戶
數及交易筆數的增幅分別為 327%及
441%，顯示移動支付已在香港商戶中逐漸
普及。商戶平均交易額比去年同期增加
67%，增幅超過到香港的內地旅客的增長
幅度。
香港入境事務處數字指出，黃金周的7

天中（10月1日至7日），入境內地旅客的
數量為 1,521,369 人次，較去年同期升
20%。10月2日的入境內地旅客數量為最
高，超過26萬人次。根據錢方QFPay的大
數據，黃金周的7天中，香港跨境移動支付
的各項數據比去年同期（2017年10月1日
至7日）均錄得增長，其中，交易商戶數增
327%；交易筆數增441%；商戶平均交易額
增67%；商戶平均每筆交易額增32%；商
戶平均交易筆數增27%。

為了推進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國家一直促進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據「十三五」國家

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要求，到2020年綠色低碳產業產值規模將逾10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為了更好地促進綠色低碳產業發展，「第六屆深圳國際低碳城論壇及博覽

會」於日前在深圳舉行，吸引了香港上市公司中國水業、比亞迪及深能源、深圳排放權交易所

等逾百家企業。中國水業在內地30多個城市發展垃圾發電，業務正快速發展，比亞迪上半年

新能源汽車銷量高達逾7萬輛，居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之首。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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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園稱，北汽新能源車成為他們
新能源汽車驅動器業務的最大客戶。

■黃健鍵指集團在內地30多城市發
展的發電量可供212萬人一年使用。

■■「「第六屆深圳國際低碳城論壇第六屆深圳國際低碳城論壇」」日前日前
在深圳舉行在深圳舉行，，吸引了逾千人參加吸引了逾千人參加。。

內地和香港綠色低碳產業發展
1 據「十三五」國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要

求，到2020年綠色低碳產業產值規模將逾10萬億
元（人民幣）；

2 2018年香港的綠色債券總發行量上升至大約391億
港幣，目前內地是全球第二大綠色債券市場；

3 今年上半年，比亞迪新能源汽車銷量高達逾7萬
輛，再度高踞全球之首，今年前8個月新能源汽車
銷售逾11萬輛，業務出現迅猛增長態勢；

4 中國水業集團垃圾廢氣發電總裝機容量達160兆
瓦，可以減少491萬噸二氧化碳，發電量可供212
萬人一年的使用；

5 平安財產保險推出綠色保險產品，房間甲醛過多可
以獲得保險賠付。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早在2016年底，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國家戰略
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規劃》要求把握全球能

源變革發展趨勢和內地產業綠色轉型發展，着眼生態文
明建設和應對氣候變化，以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和應用為
重點，引導綠色消費，推廣綠色產品，大幅提升新能源
汽車和新能源的應用比例，全面推進高效節能、先進環
保和資源循環利用產業體系建設，推動新能源汽車、新
能源和節能環保等綠色低碳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到2020
年，產值規模達到10萬億元以上。

污水廢氣處理業務急增
綠色低碳帶來巨大的商機引起各方競相爭奪，其中，

污水、廢氣等處理、新能源汽車和節能電機等領域吸引
了無數企業爭相拓展，而且業務呈現高速發展態勢。中
國水業集團新中水（南京）再生資源投資有限公司投資
經理黃健鍵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公司自主研發的30多
項技術，可以解決許多城市垃圾填埋帶來危險的氣體問
題，他們將這些氣體抽取，將其淨化後用於發電，併網
後賣給國家，從而帶來環保、經濟和社會效益，避免垃
圾填埋場爆炸帶來的危險。
目前，他們在廣東、廣西、海南、江西和湖南等省份

30多個城市拓展業務，年新增10至15個項目。目前公
司垃圾廢氣發電的總裝機容量達160兆瓦，可以減少491
萬噸二氧化碳，發電量可供212萬人一年使用。在污水
處理方面，他們投資了佛山、宜春、濟寧等4個項目，
每個處理廠日處理廢水30萬噸，4個項目年處理廢水高
達3億噸。

公交電動化 比亞迪受捧
為了治理大氣污染，新能源汽車已成為深圳和其他城

市大力發展的方向。新能源汽車市場正呈高速發展態
勢，目前，深圳市全部公交已實現純電動化，其中絕大
部分是由比亞迪製造。比亞迪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純
電動公交車輛較傳統柴油大巴節能72.9%。深圳市還在
推行出租汽車的全面電動化，也全為比亞迪生產。據計
算，僅公交全面電動化後，深圳市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近118萬噸，減少其它廢氣污染物排放量約960
噸，相當於種植645萬棵樹，為城市節能減排作出重要
貢獻。而比亞迪新能源汽車正受到全球的熱捧，今年上
半年，比亞迪新能源汽車銷量高達逾7萬輛，再度高踞

全球之首，今年1月至8月銷售的新能源汽車逾11萬
輛，新能源大巴超過5,100輛，業務增長迅猛。

央企紛購高效節能電機
從事節能電機研發的深圳市風發科技董事長周慶余表

示，他們歷經十年自主研發和技術攻關，推出的新一代
智能化高效節能電機系列產品，目前節能率較傳統電機
高出8%至72%，特別受到冶金、陶瓷、化工及工業動
力領域的認可，市場遍佈內地。公司成立至今，累計申
請專利60餘項，授權發明專利22項。其客戶包括首鋼集
團、神華集團等央企的批量化訂單，首鋼上個月下了首
批8台訂單，已開始安裝節能電機，平均節電率40%以
上，近1年內，有望達成300台訂單。他稱，風發智能電
機一般2年內能讓客戶收回成本，但實際上往往7個月就
收回了成本。他們用於新能源汽車的電機年底也將推向
市場，為特斯拉原創始人之一的彼特供貨。
為新能源汽車提供驅動技術的深交所上市公司麥格米

特科技產品線總監劉小園告訴記者，其研發的新能源汽
車驅動器在內地同類產品中體積較小，只有近一半，成
為北汽新能源車最大的客戶，年銷售7萬台，銷售收入
達6億元至7億元，上半年業務增長近五成。他們在深圳
南山的研發人員有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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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保推出綠色保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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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債受青睞 港今年發行391億
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
松在論壇上表示，2018年香港的
綠色債券總發行量將上升至大約
391億港幣（合約50億美元），
目前內地則是全球第二大綠色債
券市場。
巴曙松表示，在綠色金融發展
中，綠色債券是當中最引人矚目的
項目，從統計數量來看，中國的綠
色債券發展處於比較領先的地位。
全球綠色債券的發行量有所提速，
2017年發行量近1,608億美元，
2018年估計可以達到2,000億至
2,500億美元。各個國家對於推動
綠色經濟發展逐步形成了共識，產
生了非常巨大的融資需求。
從全球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情況
來看，美國、中國和法國的綠債發
行量已經佔到全球發行量的半壁江
山。從綠色債券指數的回報統計來
看，在對沖貨幣和匯率的影響後，
綠色債券指數的回報跑贏了大市。
內地綠色債券發展非常引人矚
目，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綠色債券
市場，2017 年發行量達到了
2,486億元人民幣。強勁的融資需
求和政府的扶持政策，也在推動
着內地綠色債券的快速發展，中
國人民銀行的研究估計，要達到
「十三五」期間國家的環境目
標，每年的綠色投資規模至少需

要兩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其中
85%至90%由市場籌集，「一帶
一路」這個基建裡面融資水平規
模大幅度上升，其中有25個為
「一帶一路」綠色先導項目。

港外幣融資成本低
香港作為綠色債券的內地發行

人和國際投資者之間的獨特紐
帶，首隻綠色債券是新疆金風科
技的一家子公司在2015年發行的
離岸債券。香港的綠色債券總發
行量在2018年上升至大約391億
港幣，公司發行人包括在港交所
上市的公司和其子公司或者一些
非上市的內地企業，他們受益於
較低的外幣融資成本，香港的機
構投資者主動分配資金投資到債
券的規模有明顯的上升，這是一
個平穩發展的趨勢。
香港的優勢就是國際認可的綠

色債券標準和政府的支持措施，
推動着香港綠色債券的發展，主
要包括第三方認證，有利於降低
融資的成本；香港推出綠色債券
的資助計劃，在香港質量保證局
的認證上限是80萬港幣，而且債
券的資助先導計劃，對於首次在
香港發行人可以獲得50%的發行
費用，可以減少獲得綠債的成
本，吸引新的發行人。

在此次博覽會上，深圳市福田
區人民政府、中國平安財產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
市經濟特區金融協會綠色金融專
業委員會共同啟動「深圳綠色保
險創新產品試點」儀式，推出了
綠色保險產品，房間甲醛過多可
以獲得保險賠付。

全國首次聚焦室內污染
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總經理尤程明表
示，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
污染防治攻堅戰總體部署以及深
圳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的規劃，
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政府、中國平
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深圳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
三方決定在綠色保險領域形成戰
略合作，就綠色保險產品和服務
模式進行創新，並率先在福田區
進行試點，為深圳市民提供綠

色、環保的宜居環境，
提升深圳市吸引人才的
競爭力，增強市民的幸
福感和獲得感。
此次平安財產保險推

出的是一款聚焦於綠色
建築的創新型產品，也
是全國首個針對公共場
所室內污染設計，適用
於學校、公租房、安居

房、長租公寓等公共場所，保障
公共場所環境安全的綠色保險產
品。保險人通過事前、事中、事
後全流程風險管控，提供施工時
污染物評估、完工後污染物檢
測、出險後污染物治理等全流程
服務，控制建築裝飾過程中的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甲 醛 、 苯 、
TVOC、氨等），並對建築物內
因空氣污染引起的人身傷亡和財
產損失進行賠付。
此外，興業銀行深圳分行與深

圳市綠色低碳發展基金會正式簽
署戰略合作協議，聯合發行全國
首張「新能源汽車碳賬戶補貼專
戶卡－卡本生活卡」，以鼓勵
民眾低碳出行。卡本生活卡是個
人車主接收新能源汽車補貼的唯
一賬戶，首創以減排激勵新能源
汽車的使用，建立車主「碳賬
戶」，發放補貼碳積分，以科技
驅動綠色金融和低碳出行。

平保深圳推綠色保險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