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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銳令股市成交提速百倍 微眾助力小微企業信貸

深圳金博會展金融科技藍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辦的第十二屆中國（深圳）國際金融博覽會
（深圳金博會）日前在深圳舉行。此次金博會最大的亮點是金融科技創新方興未艾，深圳企業華銳金融研發的
金融技術可讓股市交易速度飆升 100 倍，中國人壽（海外）運用區塊鏈技術解決客戶新單實時上傳生效、微眾
銀行推出的微眾稅銀成為小微企業信貸一體化解決方案等。不斷創新的金融科技正在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讓
民眾享受金融生活的便捷。

在此次金博會上，許多公司展示了創新
的金融科技，吸引了大批觀眾的視

線。這些技術包括交易技術、銀行金融技
術、區塊鏈和服務創新技術等。
由深交所前副總裁鄒勝創辦的深圳華銳

金融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華為研發的
創新技術引起不少關注。據鄒勝介紹，該
技術是由消息而非以往數據庫驅動的交
易，交易速度可以大幅提高 100 倍。具體而
言，是利用華為在低時延網絡技術優勢，
以消息加低時延的分佈式網絡技術，勝過
IBM、惠普小型機機加集中式數據庫技術。
目前這種技術已在美國市場廣泛應用，
包括紐交所、納斯達克、高盛、摩根士丹
利等都已採用，內地市場也有不少用戶，
包括全國排名十大券商中的中信證券、國
信證券等五大券商已採用該技術。

華銳擬用5-8年推廣新技術

國壽海外推四項創新科技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在此次金博會上，總部設在香港的中
國人壽（海外）推出的機器人服務一下吸
引了大量參觀人士。國壽（海外）深圳中
心創新支持部經理劉曉波告訴記者，公司
推出了許多創新性的服務，除了機器人
外，還有區塊鏈技術、智能櫃枱和遠程視
頻服務等，可以更好地服務客戶。
據劉曉波介紹，公司從日本軟銀購買多
台智能服務機器人，每台花 20 萬港元，用
以引導和服務香港客戶，可為客戶提供保
單查詢、業務諮詢等。此外，公司還與廣
發銀行、德勤合作，運用區塊鏈技術，解
決客戶新單的時效性，可以實時讓客戶上
傳保單，並可即時生效，令許多客戶縮短
了投保生效時間，讓他們感到滿意。

冀智能產品達省時慳力之效
第三，公司還推出智能櫃枱，以前需人
工服務，現在香港公司有智能化設備，可
處理多項客戶業務，包括資料變更、理賠
等，令他們享受便捷的服務。第四，公司
還推出遠程視頻服務，通過與客戶視頻通
話，解決了他們以往費時費錢費體力，必
須親自到現場才能解決的問題。客戶還可
以實現自助服務，通過使用客戶專頁，令
他們足不出戶辦理保全業務。
劉曉波又透露，公司目前在香港、澳
門、印尼和新加坡四地拓展業務，其中在
香港業務表現十分搶眼，其新單業務居香
港市場前兩名，去年他們在海外實現保費
700 億港元，資產達 3,000 億港元，業務涵

央行：藉貨幣政策助企業紓困

「2018 深圳中小微企業創新發展論壇」上
表示，央行作為國務院小微企業的牽頭部
門，今年 6 月底聯合五個部委，出台了《關
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
進入服務的意見》，該
政策從貨幣政策、財稅
激勵、監管考核、信用
建設、支持創新、拓展
渠道、優化環境 7 個方面
提出了 19 條具體措施，
進一步督促引導金融機
構將更多地的資金投到
小微企業等經濟社會重
點領域與薄弱環節。
張春光稱，2017 年四
季度以來，人民銀行先
■張春光表示，央行通過多種貨幣政策幫助企業紓解融資困 後部署了 4 次定向降準，
境。
從深圳的情況看，最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在深圳金博會舉行期間，人民銀行深
圳市中心支行貨幣信貸管理處張春光在

微眾稅銀助銀行升級至互聯網
微眾銀行展館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
公司推出的小微企業信貸一體化解決方案
微眾稅銀，是依託稅銀大數據徵信模型、
通過實時在線徵信模式，為金融機構提供
徵信、風控模型建設服務和風控系統建
設、覆蓋了銀行信貸業務貸前精準獲客、
貸中審批決策、貸後風控全流程，幫助銀
行實現從傳統升級至互聯網，也改善了銀
行的服務效率和風控水平的提高。該技術
可以幫助金融機構在給小微企業融資時化
解「成本高、效率低和弱風控」等問題。
另外，記者在富德生命人壽展台看到，
其推出的針對少兒教育年金保險推出的
「寶貝存錢罐」吸引了許多父母，該產品
可以激發青少年存錢和保障意識，他們在
13 周歲前可隨時隨地繳存，以便為今後的 ■在深圳金博會舉行期間，同期主辦的「2018 深圳中小微企業創新發展論壇」吸引了大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大學教育支出提前做好規劃。據悉，該產 小微企業參與。
品讓保險融入生活，青少年可以將他們的
紅包、零花錢等隨時存、靈活存，將碎片
化的時間、金錢等隨時疊加，記錄父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責任。
孩子長期的關愛。
圳報道）深圳舉行金博會期間，
近年來，深圳市市區兩級政府針
「2018 深圳中小微企業創新發展論 對「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問
壇」也同時舉行。深圳市人民政府 題，相繼出台了一系列的風險補
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辦黨組成員、 償、代償政策。然而，部分政策在
巡視員肖志家表示，為進一步優化 實施過程中，存在「合力不足」、
深圳市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近 「門檻過高」、「針對性」不強等
期市政府出台了《關於強化中小微 問題。為進一步提高政策的有效
企業金融服務的若干措施》（簡稱 性，《若干措施》中新設 20 億元的
《若干措施》），推出 8 項舉措 11 風險補償資金池，整合同類型的風
個政策點，打造中小微企業創新創 險補償政策，將市發展改革委、經
業良好的融資生態環境。
貿信息委、金融辦等單位現有的同
類型的風險補償政策整合，統一申
倡設20億風險補償資金池 報，歸口管理，提升政策實施合
肖志家透露，深圳市政府結合本 力。
政府還實施分梯級風險補償。對
市實際，設立總規模為 30 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中小微企業融資擔 形成合作銀行該筆不良貸款的中小
保基金，通過專業化管理，調動轄 微企業，當期在國內各銀行機構人
區內擔保機構的積極性，扶持中小 民幣貸款總額，合計不高於 500 萬
■中國人壽（海外）所展示的智能機器人吸
微企業發展。對於擔保機構賠付的 元（含）的，給予該筆不良貸款
引了許多觀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不良貸款，融資擔保基金、擔保公 （本金，下同）40%的風險補償；
司按不高於 5：5 的比例共擔風險； 超過 500 萬元但不高於 1,500 萬元
蓋壽險、投資和信託。
對中小微企業發行的雙創債、綠色 （含）的，給予單筆不良貸款 30%
債等創新型債券，由融資擔保基金 的風險補償等。另外，戰略性新興
給予再擔保增信，融資擔保基金、 產業和未來產業的，風險補償在上
擔保公司按不高於 5：5 的比例承擔 述標準基礎上上浮10個百分點。
的一次是 10 月 15 日的降準，釋放了 597

30

億元，商業銀行可獲得 1500 億元的資金來
支持小微企業。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給小微
企業加大支持力度。今年的新政策是，小
微企業可用信貸資產做抵押；利用再貼現
的手段，今年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與深
圳市經信委一同推出「微票通」，通過
「微票通」他們建了一個「綠票通」的再
貼現通道。

利用再貼現支持科技型企業
過去企業需要一筆再貼現，他們可能需要
3-4天，現在可能只需要1-2天，整個審核過
程加快了，時間因此也縮短了一半。深圳綠
色行業企業，拿着票到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
行做再貼現。下一步，他們會與深圳市科創
委聯合，也是利用再貼現這種手段去支持科
技型的企業。人民銀行今年給他們的再貼現
額度增加了一倍，因此，他們目前有足夠的
資源去支持各個領域的小微企業。

小米雷蛇雙十一銷售額齊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阿里巴
巴旗下「雙十一」購物節前日結束，小米
集團（1810）董事長雷軍昨向員工發表內
部信表示，今年是小米的第 6 次「雙十
一」，也是首次聯動覆蓋全產品種類、全
渠道、全場景的新零售狂歡節，銷售額再
次 刷 新 紀 錄 達 52.51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連續 6 年獲得天貓平台品牌旗艦店
銷售額冠軍。

雷軍：小米手機囊括3個第一
雷軍表示，「雙十一」當天小米的中高
端手機產品囊括了 3 個銷售量第一，分別
為小米 MIX 3 獲天貓 3,000 至 4,000 元價格
銷量冠軍；小米 8 獲天貓、京東、蘇寧
2,000元至3,000元價格冠軍；以及小米8青
春版則取下天貓、蘇寧 1,000 元至 2,000 元
冠軍。雷軍認為，此銷售證明從高端旗艦

深設 億中小微企融資擔保基金

■鄒勝稱，華銳開發的消息驅動技術可以幫
助券商大幅降低成本。
記者李昌鴻 攝

鄒勝又透露，未來公司將用 5-8 年時間推
廣這一技術，幫助券商替換 IBM、惠普的
小型機。由於這些小型機非常貴，內地許
多大型券商花費 1 億元（人民幣，下同）購
買幾台機用於服務器。但若利用該公司創
新技術生產的類似設備，一台售價不到 10
萬元人民幣，100 台也就 1,000 萬元，可以
為券商節省三分之二成本。
由於看好該公司的技術和發展前景，深
圳創新投資集團今年 5,000 萬元人民幣的投

資入股。

到中端各主流價格市場，小米手機已展現
出穩健、全面的領先產品力。
至於小米旗下的「AI+IoT」智能設備亦
於雙 11 賣個滿堂紅，其中電視、路由器、
淨水器等品類上百個品牌、店舖、單品銷
售額第一。特別是電視，獲得所有銷售平
台的品牌銷量額、銷量第一。

雷蛇首小時已破去年全日紀錄
另一方面，雷蛇於剛結束的「雙十一」
活動錄得銷售破紀錄，其中「雙十一」首
小時已突破去年「雙十一」全日銷售紀
錄。此外，遊戲滑鼠、遊戲耳機及遊戲鍵
盤，成為「雙十一」中的銷售冠軍，在品
牌交易指數中排名第一。
至於 Razer Blade 手提電腦亦獲消費者 ■小米集團董事長雷軍昨日向員工發表內部
支持，當中全新限量水銀白版本更大受歡 信，稱連續 6 年獲得天貓平台品牌旗艦店銷
售額冠軍。
資料圖片
迎。

■ 肖 志 家 表
示，深圳正在
進一步優化深
圳市中小微企
業 的 融 資 環
境。
記者李昌鴻 攝

匯豐推中小企「自拍」認證開戶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昨宣佈向本港中小
企客戶推出「自拍」認證開戶服務， 客戶
使用「匯豐 Business Express 」流動應用
程 式的最新功能 「HSBC Identify 」，上
載身份證明文件及即時使用「自拍」認證
技術安全地完成身份驗證， 從而簡化商業
戶口 開戶流程， 提升開戶體驗

不須親臨提交文件
以往部分企業關連人士（如實益擁有
人） 雖毋須參加開戶會議 ， 但仍必須 親
臨中小企中心提交身份證明文件之正本，
或郵寄經認可人士簽證的副本。採用
「HSBC Identify」，中小企客戶可以透過
「匯豐 Business Express」流動應用程式進
行電子身份認證，從而節省時間及郵寄費
用，令開戶變得更加簡單快捷。
據介紹，「HSBC Identify」採用人工智

能、電腦視覺演算及機器學習等多項技
術，以核實申請人所提交身份證明文件的
真僞，該技術可識別包括香港身份證、內
地身份證以及多達 74 個國家和地區的護
照。「匯豐 Business Express」的最新功能
以面部識別獲取客戶的頭部特寫或「自
拍」，並以生物識別活動檢測確認相中人
為「真人」而非合成照片。隨後，程式會
對比客戶的「自拍」與其上載的身份證明
文件以完成電子身份驗證。

■匯豐推認證開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