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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場下月推數碼黃金GoldZip

張德熙昨日在傳媒午宴上指出，現時黃
金買賣面對儲存及入場成本高昂等問

題，故貿易場積極開發區塊鏈技術，將黃金
交易單位切割至以克為單位，預計「Gold-
Zip」推出後，數碼黃金的入場費可大幅降
至約320元。他希望，在入場門檻降低後，
可增加黃金的交投量。

入場費降至320元增吸引力
張德熙表示，本港的上一代有「出糧買

金」作為儲蓄的習慣，但目前「儲金」文化
已逐步失傳，他坦言與實金的投資額大、儲
存不便有關，擁有逾百年歷史的金銀業貿易
場須與時並進，是今次推出數碼黃金的主
因。他介紹，GoldZip將提供一個低入場
費、24小時可交易的平台，交易的數碼金與
國際金價掛鈎，也可隨時套現及一對一兌換
實金，每手黃金交易單位細化至1克。
數碼黃金的買賣平台，還適用於人民

幣、港元及美元報價的公斤條產品，投資

者手持數碼黃金，能隨時到貿易場提取黃
金，惟目前提取點僅限香港，不排除未來
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合作，讓投資者
在當地提貨，節省運輸費用。

可隨時到貿易場提取黃金
張德熙又以前海倉庫做例子，稱日後內

地客戶可在深圳提貨，相信若前海倉庫開
始使用，更可解決運輸及保險等問題，交
易量有望大幅增長。前海倉庫總投資約1億
元，預期2021年第四季落成並啟用。
他續說，只要投資者在貿易場行員裡開
戶口，便可獲發電子錢包作交易。他透
露，GoldZip已聘請了高管人員專門負責，
本月中會向行員作內部推介，包括開戶及
投資等方法。他說，只要會用手機平台做
投資的，都是其目標客戶群。

冀新產品能推展到大灣區
對於近年有很多虛擬貨幣令投資者損

手，張德熙強調，貿易場的數碼黃金有實
金做支持，加上每年亦會聘用四大會計師
行為該平台結算，以確保黃金的儲量，保
障投資者。他強調GoldZip平台的交易安全
性和透明度。他期望，新產品能夠推展到
大灣區及其他亞洲國家，並推動數碼黃金
在亞洲市場的流通，由於數碼黃金不受地
域限制，期望日後可成為穩定的電子交易
貨幣及支付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澳
洲成峰高教（1752）執行董事曹蘇萌
表示，公司目前約80%為內地學生，
另外約20%學生則來自南亞、東南亞
以及南美等地。上半財年（2018年7
月至 12 月）的學生人數增長約
3.5%，料下半財年增速相若。至於
學費方面，公司去年學費加幅約
4%，未來加幅則需要視乎市場情
況，但預料可維持約4%至5%的加
幅。

擬購澳洲語言學校
談到公司併購時，她表示有意收購

澳洲當地的語言學校，強調併購前會
考慮收購目標的盈利能力，若收購項
目達成，公司的學生人數增長將有望
提速，對公司的營運表現有幫助。此
外，她又指今年公司有機會推出兩個
新課程，包括金融策劃碩士與金融科
技碩士，藉以增加收生數目。

至於與內地學校的合作方面，曹蘇
萌表示現時公司與內地的公立學校與
私立學校都有合作計劃，目前已有5
間內地高校與公司簽約，預期至今年
6月底，合作學校數目或可增至8至10
間，學校均主要分佈在山東、浙江、
廣西等人口眾多且經濟發展較為發達
的省份。

澳洲成峰高教續增內地合作學校

■曹蘇萌(右)預料，未來學費加幅可維
持約4%至5%。 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高鑫
零售（6808）去年全年股東應佔溢利
按年下跌7.3%，為25.88億元（人民
幣，下同）；期內同店銷售按年下跌
1.72%。高鑫零售旗下大潤發中國主
席黃明端於記者會上表示，這主要是
受第四季同店銷售按年錄得8.6%下跌
所拖累。他推斷這或與中美貿易戰影
響內地居民的消費信心有關。不過他
稱近兩個月的同店銷售表現大致持
平，故有信心今年度同店銷售可恢復
增長。

將進一步整合旗下品牌
新零售業務方面，黃明端形

容去年是公司轉型新零售的啟
動期，今年會是提速期，明年
則會是公司的收成期。去年
B2C店日均訂單為500單，期
望今年能達到700至800單。另
外，他指公司計劃將旗下品牌
進一步整合，例如於去年12月
成立大潤發及歐尚聯合總部，
藉以節約重疊成本，提升溝通

及運營效率。他預料大潤發及歐尚建
立聯合總部後，或可令公司今年節省
約1億元成本。
該公司剛剛公告Ludovic Holinier將

辭任高鑫零售首席執行官一職，並由
黃明端接任。對此黃明端表示，公司
的管理人員事實上一直沒有變動，這
次主要是角色互換。出現是次變動是
因為旗下團隊較多，認為整合後會更
易於管理，強調公司沒有於交接上出
現問題。

高鑫零售料明年是收成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馬翠媚)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

熙昨日表示，過去幾年黃金日均

成交金額由1,500億元回落至目前

約600億元，但近期大市波動，

避險情緒升溫，帶動黃金交易量

再度上升。他期望，貿易場4月推

出以區塊鏈技術作登記的數碼黃

金平台「GoldZip」，可增加黃金

買賣吸引力，本月中會向行員作

內部推介；又預計今年的黃金成

交量可達到10公噸，佔貿易場整

體黃金交易量10%至20%。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表示，要把
穩增長與防風險緊密結合起來，防範化解金
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要
依法處置高風險機構，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
動，對「有照行車」和「無照駕駛」做到監
管全覆蓋。
銀保監會指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特別
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
的根本性任務。要完善金融從業人員、金

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運行、金融治
理、金融監管、金融調控的制度體系，規
範金融運行。要強化對銀行保險機構主要
負責人和高中級管理人員的監管，做到
「管住人、看住錢、紮牢制度防火牆」。
另外，要抓緊研究優化銀行體系的具體

政策措施，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
制化金融產品。
在銀行信貸、債券市場等方面研究如何

提供精準金融服務，並加大金融創新力
度，逐步完善銀行貸款的抵押模式和押品
結構。

對民企信貸投放要公平對待
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在信貸
投放方面要公平對待，更加注意尊重市場
規律、堅持精準支持，但也要防止盲目支
持、突擊放貸。

銀保監會：監管全覆蓋防風險

■張德熙希望，在入場門檻降低後，可增加黃
金的交投量。 馬翠媚 攝

■黃明端(左一)稱，有信心今年同店銷售可
恢復增長。 岑健樂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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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會有近 200名特選客戶、理財顧
問、中介機構、銀行代表及其他合作

夥伴蒞臨出席，他們即場參與產品體驗，一
起見證中國人壽（海外）在科技及客戶服務
的投入及成就。
中國人壽（海外）副總裁兼香港分公司總
經理俞德本及公司管理層主持體驗周啟動儀
式。俞德本表示：「體驗周以開放的形式，
傳達公司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2018
年，公司以創建『好產品、好價值、好服
務』為目標，以客戶體驗為先、以技術平台
為支援，勇於突破，在有限的時間裡，先後
推出了多項創新服務工具和客戶服務平台。
此次活動是一個開始，我們將以客戶體驗為
第一衡量，用服務閃亮中國人壽（海外）在

香港、大灣區以及在東南亞的品牌新內涵，
期待更多的夥伴和客戶關注國壽，與國壽共
成長。」
啟動儀式後，由創新產品服務代言人展示
6項創新服務工具，包括樂易投、國壽i投
保、客戶專頁及智能助手Jarvis、團險客戶
專頁、智能櫃台及多元化客戶服務。此
外，亦介紹了即將推出的電子化銷售服務
工具。
2月26日至3月4日體驗周期間，中國人
壽（海外）客戶及合作夥伴均可透過瀏覽公
司網上專頁，或親臨各客戶中心，體驗公司
的服務。完成服務體驗後，向中國人壽（海
外）提出寶貴意見及建議的客戶，還有機會
贏取電子禮券。

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香港海內外華商聯合會日前舉行春節團拜。大
會主席余敏，副主席劉雅君、雷有得聯同主禮嘉賓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
長盧寧、觀塘民政專員謝凌駿、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副主席洪錦鉉、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以及創會會長蔡德河主持儀式。
余敏致辭表示，兩會每年春節活動都會邀請廣東省內的友好單位派員參

加，表達祝願，共謀合作。粵港的團結合作不單為雙方發展開出新途徑，
也對共同推動海內外華商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余敏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香港、澳門、廣州和深
圳作為「中心城市」，更突顯中央對香港全面參與灣區建設的期許和支
持。他認為大灣區建設正好強化香港作為大灣區面向全球發展的關鍵橋
樑，發揮「引進來、走出去」的平台角色。
余敏相信《規劃綱要》是推動大灣區深化融合的起點，為粵港澳區域共

建合作發展平台提供設計藍圖。他深盼業界及社會各界共同攜手，為香港
及整個大灣區構築龐大的發展空間和商機。余敏同時呼籲大家在新的一年
裡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為香港的健康發展繼續努力。

港九機械電器儀器業商會日前假龍堡賓館舉行成立50周年暨第26屆就職
典禮聯歡晚宴，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副局長陳百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副會長袁武，
廣州市工商聯黨組成員及工商聯秘書長熊鷹及廣州市工商聯聯絡部主任科
員余潔敏。現場氣氛喜慶熱烈。
鄧燾會長致歡迎辭表示，港九機械電器儀器業商會見證國家務實吸取教
訓，不斷總結經驗，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持續發展奮進，現今無論在經
濟、科技、民生等各方面的成就都突飛猛進，有目共睹，見證香港製造業
的發展、成熟。又見證香港製造業在國家開放政策下北移拓展擴大，至今
成為健全成熟的工業產業。港資企業是先行者，對國家、對大灣區、對香
港特區都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在香港經濟、工業、技術等範疇都是其
中重要的元素。
鄧燾會長續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是讓港澳同胞同祖國人

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是指導粵港
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規劃近期至2022
年，遠期展望到2035年。內容中對製造業特別關注重視，是激勵業界的新
動力，為業界發展提供了莫大的空間。

香港賽馬會支持出版的《駿步人生》，旨在透過
報道社會上的善行美事，並介紹有助解決問題的方
法和渠道，為香港社會注入正能量。最新一期在3
月4日出版。
奧運會滑浪風帆金牌得主李麗珊，剛當選體壇30

名傑出運動員「傑中之最」，她認為獎項意義重
大，但更希望下次能頒給年輕的運動員。她指香港
體壇近年有很大進步，個別運動項目的發展更已達
世界級水平。同時，她指馬會透過贊助「賽馬會優
秀運動員獎勵計劃」支持精英運動員，是對運動員

的一種認同。
人生上半場在海上競賽，下半場專注家庭。她形

容為人父母，較做運動員更辛苦，既沒有「說明
書」也沒有固定訓練模式，需要考慮每個孩子的性
格。在今期封面故事「Celeb人物誌」，「風之
后」談丈夫說兒女，回顧風與海的比賽日子，以及
對香港體壇的期望。
同樣是運動員，早前宣佈「掛劍」的原香港劍擊
隊代表崔浩然，將轉場作新嘗試。他在「Go！青一
族」專訪中，分享了運動員生涯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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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工商聯海內外華商聯春節團拜港九機械電器儀器業商會
成立50周年暨第26屆就職典禮

李麗珊接受《駿步人生》專訪暢談人生下半場

中國人壽（海外）舉辦
「營造體驗 智營無限」用戶體驗周系列活動

中國人壽（海外）

日前舉辦以「營造體

驗 智營無限」為主題

的 2019 年用戶體驗

周發佈會，向客戶和

合作夥伴展示公司營

運科技及客戶服務創

新的豐碩成果，並正

式發佈用戶體驗周系

列活動。這是中國人

壽（海外）首次以創

新服務為主題，舉辦

一連7天的服務體驗

周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