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塊鏈技術加速貿易融資
「貿易聯動」減詐騙風險 交易時間大縮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金管局昨宣佈正式推出貿易

融資區塊鏈平台「貿易聯動」

（eTradeConnect）。「貿易聯

動」自 9 月 27 日試驗營運至

今，已有12間銀行參與，18間

企業成功登記。據了解，「貿易

聯動」使用了區塊鏈技術，擁有

功能包括通過貿易文件數碼化，

幫助貿易參與方於平台上有效核

實及傳輸貿易文件。至於加密技

術則可確保只有貿易參與方才可

共享貿易資料，而參與方同時亦

能利用貿易資料向銀行申請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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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
琴)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
表示，沙田石門安耀街商廈項
目W LUXE 上周推出首批7
層沽清後，加價3%加推第二
批共7層樓面，平均呎價1.55
萬元，現正開始接受認購，預
計於周日公佈銷情。

用家1.44億購首批3樓全層
中原工商舖董事總經理潘志

明稱，W LUXE首批的3樓全
層獲一組用家以約1.44億元購入，
面積約 10,171 方呎，共有 22個單
位，未來計劃可作教育及醫療用

途。他又透露，該盤首批推出時獲
多位投資者入市，估計未來該盤呎
租達28元至30多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因期內出
售合和公路（0737）致期內缺乏公路收
益入賬，加上合和新城受內地樓市收緊
而沒有錄得收益，樂天峯及囍滙住宅銷
售的溢利入賬又下跌，合和實業
（0054）昨公佈截至今年9月底止半年
核心盈利下跌44%至3.94億元，每股核
心盈利0.45 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
0.3元。

合和中心二期2021年底前竣工
該集團指，預計總投資成本（包括補
地價）約100 億元的灣仔合和中心二期
（包括有1,026間房的會議酒店及約26.5
萬方呎商場），有望於2021年底前建

成，並會在該項目開業之前，目標把按
全年計核心溢利的90%至100%用作派
發股息。
灣仔皇后大道東153至167 號項目已

於今年5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興建
商業大廈的規劃申請，並已於今年9月
完成拆卸工程，預計在2022年投入營
運。

E-Max租金收入料四年增50%
此外，九龍灣E-Max 計劃在2020年
度的目標租金收入，相比截至2016年度
增長50%，源於 E-Max 革新蛻變，包
括開設高級服裝特賣場，並引進更多元
素及流行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證
監會副行政總裁梁鳳儀昨於香港金
融科技周上表示，證監會有留意到
本港一些虛擬貨幣的交易活動，或
產生監管問題，希望業界提供更清
晰的指引。

梁鳳儀：虛擬幣監管待指引
梁鳳儀指，市場上有一些設計虛

擬貨幣產品的顧問公司，或將虛擬
貨幣設計成商品或支付工具進行商
業活動，超出了現時的監管範圍，
亦造成監管問題。一些有意進行虛
擬貨幣交易的私募基金經理，或中
介人都曾向證監查詢是否得到發牌
規管，她認為有需要進一步徵求清
晰的指引。
金融科技的應用方面，她透露，

證監會已引入不同的監管科技(SupT-
ech)，識別出市場的違規行為及相關
人士，包括利用本地初創的研發系
統，協助識別各宗交易背後的關係
等，證監會內部亦有建立數據實驗
室，負責分析市場數據。
另外，在昨日的金融科技周主場

論壇上，多位嘉賓提及在較為落後
的非洲發展虛擬銀行和區塊鏈技
術。渣打首席資訊科技總監高立茲
認為，非洲多國的零售銀行滲透率
極低，而當地電子錢包支付十分發
達，這種情況可以令虛擬銀行獲得
快速的擴張，潛力無限。
高立茲透露，渣打在3月已在非洲

幾個國家提供虛擬銀行服務，反響
不錯。亦在印度實現了將70日開設
銀行賬戶，縮短至15分鐘完成所有
步驟的操作。他相信，在零售銀行
滲透率較低的地區，虛擬銀行或許
能得到更快速的發展。

區塊鏈助多國常規交易
幣安實驗室（Binance Labs）總監

Benjamin Rameau則認為，非洲不
同國家之間的法律規範，令許多常
規的交易不能正常進行，但在運用
區塊鏈的技術後，能幫助近五十個
國家解決類似的問題。
就渣打申請本港虛擬銀行的運營

中，高立茲強調，人才的培養和配
合，內部團隊的構建，都是決定虛
擬銀行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在
場的多位嘉賓都認為，在虛擬銀行
這一新興的領域中，人才依舊十分
匱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雖然樓價指數
持續下跌，近月新盤首輪銷情都大失所望，新
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表示，近期新盤開價與
之前相若，現時發展商亦不容易投得地皮，加
上本港發展商的負債率低，看不到新盤要減價
發售，未來新地都會繼續以市價推盤。

Napoli租售雙線進行
他又稱，集團旗下元朗錦田PARK YOHO
Napoli 會繼續租售雙線進行，但強調將部分單
位出租只是暫時性，稍後仍會轉作出售，預期
呎租約30元。

珀爵現樓最快月內招標
遠東發展地產發展總監方文昌表示，元朗唐
人新村洋房項目珀爵已取滿意紙，將以現樓形
式發售。遠東發展營業及市務總監(香港)陳富
強指出，珀爵提供24間洋房，實用面積約
2,000至2,700方呎，包括三房、四房及六房
戶，主打四房戶，每伙均設專屬的雙位車庫，
其中6間洋房內置升降機，最快月內上載售樓
書，及考慮以招標形式發售，意向價參考同區
洋房價錢，並指，目前計劃仍以銷售為主，但
會因應市況而惜售。

對於近月新盤銷情明顯放慢，陳富強認為，
近期有不少中小型住宅盤推售，令客人多了選
擇才令銷情減慢，但豪宅盤供應一向少，不擔
心珀爵會受到影響。他又稱，同系於大圍的珀
玥已售出123伙，尚餘5伙將以招標形式發
售。

九肚山澐灃再沽2伙 套現逾億
永泰地產等於沙田九肚山澐灃昨日再以招標

形式售出2伙，套現約1.056億元。據一手成交
記錄冊顯示，澐灃H3號洋房，實用面積2,083
方呎，四房雙套，連逾300方呎花園及456方
呎天台，成交價 5,074.1 萬元，呎價 24,360
元；澐灃第3座3樓B室，實用面積1,614方
呎，四房雙套，成交價 5,486 萬元，呎價
33,990元。永泰執行董事兼銷售及市務總監鍾
志霖表示，連同早前售出的4伙，該盤已套現
逾3.2億元。

海翩滙複式戶4664.8萬售出
華懋於將軍澳海翩滙昨以4,664.8萬元招標

售出第1座11樓至12樓頂層複式G室，單位實
用面積1,985平方呎，連563平方呎天台，呎價
23,500元。華懋集團銷售部總監吳崇武表示，

海翩滙已於9月中開始交樓，尚餘最後1伙頂
層複式單位待沽，單位為第1座11樓至12樓
(複式)F室單位，實用面積2,277平方呎，天台
面積689平方呎。同系大埔富．盈門昨亦沽出
1伙第2座18樓至19樓複式A室單位，單位面
積1,574方呎，天台272方呎，連1個車位，標
售價2,698.4萬元，呎價17,143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
道）京東、沃爾瑪、京東到家和騰
訊昨日在京共同發佈《中國零售商
超全渠道融合發展年度報告》，分
析了目前消費市場和消費行為呈現
出的新趨勢，認為隨着移動互聯網
的高速發展和消費觀念的轉變，線
上線下消費邊界逐漸模糊，購物場
景日益豐富。在零售模式多元化且
快速迭代的背景下，零售商超進入
全渠道融合新階段。
報告指，線上線下融合的零售新

業態特點是數字化、全渠道以及更
靈活供應鏈的互融合，其中O2O即
時消費模式是零售業線上線下融合
的重要成果，發展速度迅猛。目
前，即時消費平台已逐漸成為一
線/新一線城市消費者購買生鮮、
日配商品的主流消費渠道之一。以
O2O平台京東到家為例，自 2017
至今，該平台已成功覆蓋北京、上
海、廣州等63個城市，註冊用戶超
6,000 萬，日單量峰值突破 150 萬
單。

部分銀行使用「貿易聯動」情況
■恒生：恒生成功為兩名企業客戶—高華集團國際及維珍妮國際所進行的服
飾配件買賣，完成了點對點的區塊鏈貿易交易，於平台上準備及提交數碼貿
易文件、自動配對資料以及遞交貿易融資申請。

■匯豐：匯豐完成的首批試行交易包括由實惠家居向其供應商昇鋒國際採購
的貨物。此項交易的文件，包括採購訂單、發票和送貨憑證等，全部在貿易
聯動平台上開立、交換和確認。此外，匯豐透過此平台成功為環球衣架及包
裝用品製造商香港萬美，與一位渣打銀行客戶完成一宗貿易融資。

■東亞銀行：由即日起，東亞企業客戶可透過東亞銀行加入「貿易聯動」平
台。完成簡單的註冊程序後，客戶可以直接與交易對手在安全的貿易融資服
務平台進行交易，並向銀行申請貿易融資。

■中銀香港：中銀香港成功透過「貿易聯動」完成首筆以發票為基礎的貿易
融資。本次首筆發票融資的行業為食用油類，交易買賣雙方由訂單建立至發
票確認均在該平台上完成。

■貿易聯動和we.trade合作計劃：貿易聯動與歐洲領先的貿易融資數碼化平
台──we.trade簽署諒解備忘錄。雙方於即日起派出技術人員聯合開發連接
兩個貿易融資平台的技術方案，目的是讓貿易聯動和we.trade上的企業進行
跨平台貿易，並可為相關貿易發票和單據向平台上的銀行申請融資。這次合
作計劃標誌全球首個跨地區跨區塊鏈的連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渣打：非洲具發展虛擬銀行潛力
談到推出這個平台的原因時，金管局表

示，由於過往貿易融資業務處理紙張單
據的工序繁複及效率低，加上人為錯誤有機會
耽誤物流，而付款程序亦會帶來風險；與此同
時，貿易融資業務的資訊透明度較低，增加重
複融資等詐騙風險，令銀行未能為貿易雙方提
供充分的融資額。貿易聯動通過數碼化貿易文
件，自動化貿易融資流程和利用區塊鏈技術的
功能，能提高貿易效率，增加貿易參與者之間
的信任，降低貿易風險和促進貿易流程中獲得
融資的機會。

由 1.5天縮短至4個小時
匯豐銀行昨日在貿易聯動區塊鏈平台完成首
批試行實時貿易融資交易，匯豐工商金融增長
與創新環球主管任偉銘表示，這個平台的數碼
化流程將申請至批核的時間，由 1.5天（36小
時）大大縮短至4個小時，時間縮短89%，港
商日後處理貿易交易更加簡便和快捷。匯豐香
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則指，在重塑全球貿易融
資未來發展的路上，香港可以扮演重要的角
色。雖然去年貿易融資總量超過9萬億美元，
但當中涉及的手續和文件，還是十分依賴紙

張。因此，「貿易聯動」將有助提升客戶的數
碼體驗，不但可大幅減少日常貿易融資交易所
需的時間，而且能夠讓用戶對採購訂單以至融
資流程一目了然。
為促進跨境貿易，金管局期望「貿易聯動」

可與we.trade以一個概念驗證的合作形式，展
開全球首次把兩個大型區塊鏈平台對接的研
究。項目同時為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跨境貿易走
廊數碼化提供準備條件，亦為對接不同大型區
塊鏈平台建立規範。
據了解，we.trade是全球第一個由區塊鏈技

術支撑，並投入營運的數碼貿易平台之一。該
平台服務企業及銀行，並透過交易管理和追
蹤，提升歐洲和國際貿易的安全性，簡化貿易
融流程。
平台於今年7月開始運作，現有14間主要歐

洲銀行參加，包括匯豐銀行，合共覆蓋14個歐
洲國家。路透社引述we.trade營運總監Rober-
to Mancone指出，與貿易聯動的合作不僅是科
技對接，還是平台和用戶之間的運營模式、法
律框架和管理體系的連接。
另一方面，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出席「香港
金融科技周2018」論壇時表示，發展智慧銀行

會面對一些挑戰，包括便利與信任的矛盾。對
於現時接連出現首次代幣發行（ICO）及P2P
平台「爆煲」，令投資者造成損失，他認為發
展金融科技需要建立市場信任，而銀行及包括
金管局在內的監管機構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

研引入「機器可讀」「解例」
此外，陳德霖表示銀行界正研究引入「機器
可讀」技術，藉以協助銀行「解讀」修改後的
最新監管要求，提高它們進行合規程序時的工
作效率。

陳茂波：力促創新企發展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金融周開幕式時表

示，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創新企業的發展，去年
香港金融科技投資額逾5億美元，按年增加一
倍。
政府今年初投放了5億元發展金融服務業，

當中包括投資金融科技項目。另外，政府亦向
數碼港撥款2億元，推動初創企業發展。此外
他表示，金管局剛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統「轉數
快」亦標誌着香港金融科技的發展。

內地零售商超趨全渠道融合

W LUXE加推次批 加價3%

新地：負債率低 續市價推盤

合和半年核心盈利跌44%

■雷霆指W LUXE預計於周日公佈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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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富強 (右）指出，珀爵提供24間洋房，實
用面積約2,000至2,700方呎。記者梁悅琴攝

■高立茲稱非洲多國電子錢包支付發
達，虛擬銀行潛力無限。 周曉菁攝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中）稱，發展智慧銀行會面對一些挑戰，包括便利與信任的矛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