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到美股上周五大升、人行降準以及中
美展開經貿磋商的利好消息帶動，香港和
內地股市昨早齊造好，港股一度升逾 400
多點。針對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內地在新
年伊始全面降準，並非「大水漫灌」，而
是強化逆周期調控所必要的舉措，主要目
標是解決好民企和中小微企融資難融資貴
的問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發揮穩經
濟、保就業的效果，繼而帶動供給側改
革、促進消費，為今年中國經濟平穩運行
奠定基礎。

中美貿易戰前景未明，內地最新公佈的
2018年12月官方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一
降一升，其中製造業PMI更是跌破50的榮
枯線至49.4，達到34個月新低點，顯示內
外需的疲弱，讓中國製造業腹背受敵。有
預示作用的經濟指標惡化，意味內地經濟
下行壓力正在加大。

根據以往中外經驗，量化寬鬆、大手
「放水」是刺激經濟、挽救危機的慣用手
法。上周五人民銀行宣佈降準，淨釋放約
8,000億元長期增量資金，市場上有分析解
讀是「放水救經濟」，甚至認為實施多時
的去槓桿政策將轉向。為免市場對降準誤
判，人民銀行迅速澄清，此次降準仍屬於
定向調控，並非「大水漫灌」，穩健的貨
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降準政策分兩次實
施，和春節前現金投放的節奏相適應，有
利於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保持合理充裕，
同時也兼顧了內外均衡，有助於保持人民
幣匯率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 月 4 日已表示，要

加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力度，進一步
採取減稅降費措施，運用好全面降準、定
向降準工具，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
資。去年1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
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時，提出六招幫助
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其中一招就
是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目前受內外因素左右，內地經濟下行壓
力持續增加，作為經濟成長支柱的民企、
尤其是中小微企受到的衝擊首當其衝，而
民企、中小微企在保持經濟活力、提供就業
職位扮演重要角色。在當前形勢下，本次降
準速度快、力度大，符合市場預期，充分表
明決策層穩增長和逆周期調控的決心。

此次降準，預期可以有效增加民企、中
小微企等實體經濟貸款資金來源，特別是
紓緩元旦、春節期間市場的流動性緊張，
有利於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民企、中小微
企的支持力度；另外置換中期借貸便利，
每年更可直接降低銀行付息成本約200億
元，有利於實體經濟降成本，支持實體經
濟發展。

降準提振市場信心，對股市屬利好，但
全面降準的初衷不是「大水漫灌」，就必
須防止出現「大水漫灌」的效應，降準釋
放的流動性，理想的投放處是產業結構和
消費結構短板，就是以惠及民企、中小微
企業和普通消費者為目標，加快中國經濟
產業升級，穩步推進經濟增長由投資、出
口帶動，轉為由內需帶動，減少對外部市
場的依賴，提升中國經濟的穩健性。

降準非「大水漫灌」 旨在穩經濟保就業
載有全港540萬市民信貸記錄的香港環聯資訊

有限公司（「環聯」），去年被傳媒揭發保安漏
洞事件，包括行政長官在內的官員信貸資料外
洩。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有關事件，
環聯向公眾致歉，卻批評有傳媒故意冒充他人。
問題是，正因為環聯系統有漏洞，留下可乘之
機，才讓傳媒通過冒認取得別人的資料；環聯不
檢討自己，卻將資料外洩的責任推向傳媒，難以
服眾。環聯掌握大量市民私隱，又擁有獨一無二
的市場地位，卻不受銀行公會和金管局監管，更
顯示監管上的漏洞。當局既需調查事件，對過失
作出事後懲罰，更應堵塞保障私隱的監管漏洞，
做好事前防禦，杜絕類似事件重演。

有傳媒去年11月發現，只要憑目標人物的身份
證號碼及公開資料，回答簡單問題，便能通過環
聯的身份認證程序，取得載有信貸評分、逾期還
款等敏感資料的信貸報告。傳媒以此方法取得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人的信貸
報告。事件經報道後，引起市民對個人私隱外洩
的關注和擔憂。

昨日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環聯首次對受
影響人士致歉，稱已採取額外保安措施和聘請獨
立第三方機構審查公司的安全架構和實施情況。
但環聯強調，事件並非數據洩漏，而是一宗「有
目的故意冒認他人」的事件。這種態度令人側
目。環聯掌握大量市民個人資料和財務狀況私
隱，其系統安全防衛卻如「無掩雞籠」。市民的
信貸資料極其敏感，本來就不應該隨便供人查
閱，必須要有驗證密碼、雙重認證等嚴密防護措
施。傳媒以行政長官等人士的公開資料，輕易登

入環聯的系統，並取得有關信貸資
料，只是出於公眾利

益揭露問題。若是黑客或其他別有用心之人來搞
事，後果不堪設想。環聯不感謝傳媒替其發現漏
洞，以利亡羊補牢，反而有埋怨之意，似乎出問
題的是傳媒而非環聯，實在說不過去。

事件發生後，多個監管部門都將焦點放在個人
私隱的安全保障，而非掌握個人私隱機構的監
管。環聯掌握着540萬人、共近9000萬份信貸報
告，這些報告是各間銀行交予其保管，環聯則好
像中介般，給有需要的機構或個人查閱。但環聯
並非銀行，不受銀行公會監管，而用戶信貸資料
亦毋須受金管局監管，這就存在明顯的監管漏
洞。其實，任何涉及使用個人資料的機構，均要
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當局有必要加強
監管，以策安全。

另一方面，環聯與銀行有合作關係，環聯的服
務出了問題，銀行按道理可以施壓，要求環聯改
善服務、增強對資料的安全保障。但現時全港業
界只有環聯一間共用信貸資料庫，無論銀行還是
市民，無其他選擇。政府有必要考慮引入其他參
與者，通過競爭促使市場良性發展。

近年本港銳意發展創新科技，相關產業極度依
賴大量的公眾數據作為基礎，信息安全是創科健
康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去年國泰940萬客戶
資料外洩和環聯事件，反映連本港的大企業，在
信息安全方面也存在重大紕漏，若再不改善，恐
成為窒礙本港創科發展的短板。

政府必須正視問題，不能單純依賴事後懲罰，
更要強化事前監管，對掌握大量市民私隱的企
業，必須主動了解其安全措施是否足夠，提出具
體的保安要求和操作指引；同時更新本港私隱條
例，加強立法，保障市民在安全的前提下，享用
信息科技的便捷。

吸取環聯事件教訓 堵塞洩漏私隱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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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館 率 先 睇

■大富翁夢想世界營運總監陳景邦
說，主題館選址香港，因為香港是國
際金融中心。 記者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程晚村、記者 岑健樂）早於

1965年已登陸香港的全球知

名遊戲《大富翁》（MO-

NOPOLY），在逾半個世紀以

來陪伴了不少香港人成長，可

說是香港的集體回憶之一。

《大富翁》今年第三季更將走

入真實世界，於香港山頂廣場

開設全球首個主題館「大富翁

夢想世界」，引入AR、4D等

技術，讓人身歷其境呈現遊戲

的經典元素，還活化遊戲中的

大富翁先生，引領入場人士進

入大富翁的真實世界。主題館

門票預計不多於300港元，亦

有機會設本地人專屬優惠，料

每年接待遊客70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港島山頂一直以來是
香港的熱門旅遊景點之一，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人次的
香港市民與來自遊客前往。除山頂廣場外，前身為「老
襯亭」的凌霄閣亦是「打卡」熱點之一，它除了是早於
1888年開通的山頂纜車終點站外，其最高處達海拔428
米，為收費觀景台，在觀景台上能360度飽覽香港美
景，包括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色，以至南區的自然景致。
其中，維港兩岸夜景更是目不暇給，令人樂而忘返。
此外，凌霄閣集娛樂設施、商店及餐廳於一身，除了

售賣各式紀念品與工藝品的店舖外，亦設有娛樂設施與
展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開幕的香港杜莎夫
人蠟像館，該館展出約100尊國際、內地與香港名人的
蠟像，成為遊客打卡熱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
琴)新鴻基地產於去年10月宣
佈與騰訊進行戰略性合作
後，新地旗下主打年輕人潮
流玩意的觀塘apm商場昨日
起率先夥拍WeChat Pay HK
及音樂平台JOOX推出「潮
玩科技無人店」，屬新地旗
下商場首家無人店。新鴻基
地產代理執行董事馮秀炎預
期，無人店推廣期間(1 月
7-27日)，apm人流可逾600
萬 人次，按年升 10% 至
15%，生意額可達1.8億元，
按年增15%至20%。

WeChat自助付款唱K
據悉，潮玩科技無人店店

舖面積約1,000平方呎，設五
大主題區，包括潮流電玩影
音、賀年潮貨、限量歌手紀
念品、全港首個自助卡拉
OK站及智能機械臂互動體
驗區，部分產品以低至1元
發售。客戶選購貨品後只需
站在出口處的「感應結算區
域」，然後使用 WeChat
Pay HK電子錢包掃描二維
碼付款，無需人手便能完成
整個購買及付款程序。
喜愛唱K顧客可相約好友

走進全港首個自助卡拉OK
站，以智能手機選歌曲，即
場於K房內演唱及錄製個人
歌曲，完成後可即時於JO-
OX發佈，讓公眾欣賞。
自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

該商場的內地客比過往增長
10%，人均消費約500至800
元，以量取勝。

apm

「
無
人
店
」玩
盡
五
大
主
題

■■apmapm開設全港首個自助卡拉開設全港首個自助卡拉OKOK
站站。。 記者梁悅琴記者梁悅琴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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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之寶及大富翁夢想世界
昨宣佈，全球首個《大

富翁》主題館——「大富翁
夢想世界」將於今年第三季
登陸山頂廣場。大富翁夢想世界
營運總監陳景邦昨於記者會上表示，
「大富翁夢想世界」設於山頂廣場三樓，室
內外佔地約2萬平方呎，使用現代化擴增實境
（AR）、全息投影科技及4D遊戲技術，把
銀行、水務局、監獄、地契卡、機會卡、命
運卡等經典遊戲元素，立體呈現於訪客眼
前，令人恍如置身真實的大富翁世界。

主題館今秋開幕 門票低於300元
今年第三季開幕的大富翁夢想世界旨在使

人人都可以成為大富翁，一起擁抱夢想。陳
景邦介紹稱，入場人士進入主題館後，可以
參觀大富翁先生的神秘大宅和城市，並與大
富翁先生一起追捕劫匪。最後，入場人士可
以在「大富翁銀行」隨意撿錢，而撿得的
「大富翁紙幣」可在場館內使用，購買禮品
或輕食等。
陳景邦還透露，與業主簽訂了8年租約，預

算主題館的建設連同營運成本將高達2億元。
預計每日接待1,000至2,000位遊客，每年可
接待達70萬人次，門票價格料不多於300
元，希望可以為香港市民提供老少皆宜的娛
樂地方，並為訪港旅客提供全新的旅遊景

點。至於本地遊客和外地遊客比例預計約為
4:6，並有機會設本地人的專屬優惠。
他指出，主題館最終決定選址香港，原因

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這與《大富翁》風
靡全球、含金融元素的形象不謀而合。而
「大富翁夢想世界」內將加入大量香港獨有
的本地元素。他表示，隨着高鐵香港段與港
珠澳大橋開通，香港旅遊業可望進一步發
展，因此「大富翁夢想世界」可以為來港旅
客提供全新的旅遊景點，提升他們的旅遊體
驗。
另一方面，孩之寶娛樂及授權業務總經理

及高級副總裁Casey Collins昨表示，希望可
以引領賓客進入大富翁的真實世界，使每一
個前來全球首個大富翁主題館的家庭及遊客
都能有一個難忘的互動新體驗。

旅遊業：冀為港注新動力
出席活動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

示，去年首11個月，訪港客升10.7%至5,856
萬人次，料去年全年訪港旅客超過6,300萬人
次。姚思榮預期，由於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已
經全面開通，因此今年訪港旅客人次可望進
一步增加。
他又稱，由於現時本港的傳統旅遊景點不

足以吸引旅客多次來港旅遊，故期望於年內
在山頂廣場開幕的「大富翁夢想世界」可為
旅遊業界注入新動力。

引入引入ARAR及及44DD技術技術 擬設本地人優惠擬設本地人優惠

真人版大富翁真人版大富翁 香港搶頭啖湯香港搶頭啖湯

山頂凌霄閣 打卡一熱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