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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須建加密貨幣監管框架
巴曙松：Libra等虛幣對金融體系監管帶來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
專門研究貧窮問題的2019年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福特
基金會經濟學教授阿巴希．巴納吉
(Abhijit Vinayak Banerjee)，昨日出
席「亞洲金融論壇」專題午餐會時
表示，世界上差不多近一半的貧困
人口都是自我僱用者，例如農民
等，他們需要更多用作投資的資
源，透過提供小額信貸讓他們獲得
足夠資源來逐步累積財富，才能有
脫窮的一天。

助自給自足提升經濟實力
阿巴希．巴納吉解釋，小額信貸

對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因為透
過小額信貸可讓其獲得自給自足的
能力。他舉例指出，在這個世界
上，每月利率為3%至4%是比較常
見，但3%至4%的月利率對很多人
來說會構成不少財政壓力，所以要
實現低利率水平借貸，才有利貧困

人口生計，低
利率借貸有助
貧困人口成為
休養生息的基
礎，逐步累積
財富，從而有
時間進一步往
外擴展、提升
自己經濟實力
的技術，而不
是終日為口奔
馳，沒有時間
和金錢自我增
值。
另一方面，同

出席論壇的中電
首席執行官藍凌

志表示，作為能源機構在產能過程
中要做到控制成本效益，電費是市
民大眾可負擔的水平，生產能源的
同時又要保護地球生態，才可令公
司得以可持續發展。

中電：環保助可持續發展
藍凌志解釋，中電需要投入大量

資金研發再生能源，以達至零碳排
放，令到在成本控制上充滿挑戰。
他舉例稱，中電在中國內地和印度
的沙漠地區，購入面積大的土地建
造太陽能設備，以及在太陽能板下
地種植有價值的農作物，希望日後
透過跟農業機構合作，有機會發展
成為其他商機。
對於社會企業責任，藍凌志認為

一間企業不只是賺錢回饋股東就可
以，而是需要平衡各方面，而且在
制定政策上要有前瞻性，使公司可
持續發展，否則將會面臨被淘汰命
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正在
召開的第六屆全球深商大會上，一款採用先進的
航空技術，集超材料、5G、AI於一體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單兵裝備成為大會吸睛亮點。
光啟警用智能頭盔是一款能夠全方位保護佩戴

者、長時間續航、使用舒適、全天候作戰的AI單
兵裝備，採用了大量最先進軍用技術的升級版，
具備多項「黑科技」。光啟技術董事長劉若鵬表
示，「研製這款頭盔的難度不亞於造一架飛機。」

採先進戰機材料 重量極輕
據了解，這款產品集能源系統、熱控設計、
AR技術、超級計算及通信功能於一體，採用了
最先進戰機的材料結構和製造工藝，在裝載了電
池、通信、AR顯示、AI計算等模塊後，總重量
僅1,080克，屬同類產品最高水平。同時，由於
採用了航空級的配重設計，按照飛機設計的方式
精準設計了重量配重和重心位置，讓使用者佩戴
該頭盔時，不會出現因重心偏移而感到不舒適的
情況。

可承受重擊 護目鏡防「彈」
雖然頭盔重量極輕，但由於採用了先進的吸能

材料結構，即使用重達三公斤的鋼錐從一米高的
地方自由落體猛然撞擊頭盔，佩戴者也會毫髮無
損。同時，這款頭盔的護目鏡具備真正的防
「彈」功能。在測試中，以156米/秒速度發射
6mm鋼珠子彈擊打頭盔護目鏡，鋼珠子彈也無
法穿透，真正保護佩戴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本港虛
擬銀行即將陸續上線，WeLab創辦人兼
行政總裁龍沛智昨於亞洲金融論壇後表
示，旗下虛擬銀行WeLab Bank匯立銀
行已進行沙盒測試階段，或將如期於上
半年正式營業。旗下WeLend客戶基數
較好，希望能夠憑藉借貸平台的體驗吸
引更多用戶，嘗試使用虛擬銀行。
他透露，WeLend目前累約4,200萬註

冊用戶，兩個平台會獨立運營，不擔心
出現競爭。且虛擬銀行以客戶體驗為
主，WeLend主打借貸，定價模型有分
別。

高息吸存不如推貸款產品
惟試運營的眾安銀行周一推出了最高

6.8厘的3個月定存吸引客戶，被問及該
舉措是否有效時，龍沛智認為，利率在

不同季節會有上落，短期息率難作為長
期參考。僅靠存款服務無法帶來高收
益，相信貸款產品能為虛銀提供更高利
潤，並使虛銀與傳統銀行處於相同地
位。

騰訊：港虛銀服務更完善
另一虛擬銀行富融銀行董事長、騰訊

（0700）副總裁賴智明指出，香港在金融
科技上表現良好，尤其在虛擬銀行方
面，港府的限制和流程較內地更簡單便
捷，相信未來可提供更加完善的虛擬銀
行服務。隨着內地開放市場及互聯互通
制度深化，他相信，新的聯繫平台可以
為小型投資者提供更多參與市場的機
會，而大灣區等政策亦可為香港及海外
投資者提供進一步開放投資中國企業的
機會。
他透露，微信支付的月活躍用戶達8
億個，日均交易宗數達10億宗，加上小
程序等應用程式，料可為銀行業帶來好
處，未來會繼續透過科技創新促進中國
企業發展。

5G走進長實商場OP Mall

Facebook早前稱擬發行數字貨幣「Libra」，引
發市場爭議。巴曙松認為，Libra預計將對
現有金融體系帶來多方面的影響。若Libra
對法幣形成部分替代，政府的貨幣發行權受
到限制，鑄幣稅也將受到影響，Libra可能
侵蝕小型經濟體的貨幣主權，從而影響財政
赤字化手段的多樣性，料政府會借入更多外
債，其債務風險或加劇。另外，也會對貨幣
政策產生干擾，使政府增加對財政政策的依
賴。

不受機關管轄 難監管問責
即便Libra等數碼貨幣的去中心化是其優
勢，但巴曙松提醒，這本身與傳統中心化監
管體系產生矛盾，Libra區塊鏈本身不受其運
營所在司法轄區的機關監管，監管問責亦難
以明確主體。另外，他續指，Libra另一國際
支付特色也很難站得住腳，Libra現時可覆蓋
上百個國家的Facebook用戶，但不同國家法
幣之間的兌換及相關業務很難實現，獲得所
有國家的交易資格及監管允許絕非易事，這
也是未來數碼貨幣需要攻克的首要難題。

可多用監管沙箱等進行實驗
巴曙松建議，基於國界建立的金融監管體

系，在應對Libra這類虛擬貨幣時，須統一監
管標準，構建統一的全球加密貨幣監管框
架，建立不同監管主體的「替代合規」，着
力發展以資料為驅動的監管科技，多多嘗試
用監管沙箱等進行實驗和試錯。

區塊鏈業研技術路線仍需時
同場的亞洲區塊鏈協會會長蔡志川表示，

認可私營企業發佈數字貨幣的新嘗試和探
索，但指該類行為的國際認可度都很難達到
比特幣的高度，難以真正流通。金山雲區塊
鏈及數字金融部總經理朱江則認為，初階段
的數字貨幣將有很嚴格的地域限制，若想真
正實施數字法幣，區塊鏈業界仍需很長時間
研究技術路線。

數碼港：數字轉型不可逆轉
另一邊廂，數碼港主席林家禮認為，數字

轉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是整個經濟體
當中每一個行業都要面臨的問題。尤其是銀
行業、金融機構、科技公司之間的界限已經
變得越來越模糊，很多科技公司已經申請了
金融業執照，並且成為了金融機構。他強
調，金融機構、金融科技已經成為了主流，
它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是一個
必須的趨勢。

■長實執行董
事趙國雄(左
二)、長實地
產投資董事黃
思行(左一)及
和記電訊香港
執行董事及行
政總裁古星輝
( 右 二) 介 紹
OP MALL 的
5G設施之一
客戶服務機械
人。

梁悅琴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本港
零售市道疲弱，新落成商場更要花點
心思走在潮流尖端吸引客源。隨着5G
時代來臨，長實旗下剛試業中的港鐵
荃灣西站海之戀商場OP Mall 已啟動
5G設施，將可應用及支援機械人客戶
服務、流動電子廣告板、無人機監
察、人流分析等範疇，成為長實旗下
首個5G商場。
和記電訊香港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古星輝表示，海之戀商場OP Mall所
應用的5G網絡，服務包括機械人客服
及巡邏、流動電子廣告板、超高清監
控及直播、無人機監察、人流分析
等，有利訪客查詢資料、商戶分析貨
品數據、以至物業管理了解高空位置
維修工程等。和記電訊香港曾在OP
Mall現場進行網絡測試，上載速度高
達696Mbps。

機械人一眼認出「樓神」
昨日發展商亦即場展示機械人，機
械人不但能手舞足蹈，載歌載舞，其
人面辨識系統，更一眼便認出長實
「樓神」趙國雄。長實執行董事趙國
雄表示，5G網絡為客戶帶來方便、高

效生活，旗下商場、住宅、寫字樓以
至酒店會陸續提供5G服務予市民。
古星輝又指，本港5G服務料2020

年中推出，估計今年市場將有約20部
5G手機推出，而3香港的5G參考入
門月費約300至400元，初步流動數
據用量料約100GB。

正試業 料年中正式開業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行表示，海

之戀商場OP Mall 共有4層，總樓面
43萬方呎，商場第一期已全數租出，
正展開第二期招租的出租率亦達八
成，呎租由50至200元，該商場現正
試業中，預計今年年中或第三季正式
開業。其中佔地5萬呎的日本連鎖雜
貨商店激安之殿堂開業一個月以來，
人流比該租戶原本估計為多。
黃思行指，商場第二期會引入潮流

服飾、運動品牌的商戶，包括Cham-
pion等；餐飲品牌則有本地人氣烘焙
店品穀。另有佔地達6,000至8,000方
呎的Chill Gallery，共有10檔，邀請
了本地手作或設計品牌加入，已全數
租出，呎租約100元，租期由半年至
兩年不等。

被問及持續半年的暴力衝突有沒有
影響集團旗下商場租金，趙國雄指看
到商戶仍很踴躍開店，認為他們對於
商場及在香港做生意都有信心。黃思
行認為，由於旅客減少，今年旅遊區
商場充滿挑戰，相反，本地人仍會於
居所附近消費，社區商場表現會較
好，集團旗下商場以社區商場為主。

恒隆：亂局影響商場大
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昨出席論壇

活動時稱，樓市方面，即使有人會移
民，但亦有人來港，相信本地住宅市
場中長線仍然樂觀。
至於修例風波事件有否影響寫字樓

空置率，陳啟宗說，事件會有一定影
響，但影響不及商場。但他未有直接
回應公司有否減租，僅稱「做生意很
現實，有需要便做，無需要便不
做」，他又指，近二十年都集中於內
地發展，公司在內地的商場所賺的錢
比香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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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ab Bank上半年可正式營業

■亞洲區塊
鏈協會會長
蔡志川稱，
私營企業發
佈數字貨幣
難以真正流
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金山雲區
塊鏈及數字
金融部總經
理朱江稱，
區塊鏈業界
仍需很長時
間研究技術
路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騰訊集團副
總裁、富融銀
行董事長賴智
明稱，香港在
金融科技上表
現良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巴希．巴納吉稱，小
額信貸對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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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港交所董事總經理港交所董事總經理、、首首

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昨出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昨出

席亞洲金融論壇時表示席亞洲金融論壇時表示，，在在

區塊鏈技術下建立的數字貨區塊鏈技術下建立的數字貨

幣幣，，正逐漸成為重塑世界貨正逐漸成為重塑世界貨

幣競爭格局和體系的重要期幣競爭格局和體系的重要期

待方向待方向。。與此同時與此同時，，他質他質

疑疑，，私營企業發佈數字貨幣私營企業發佈數字貨幣

對各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對各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帶來一系列影響帶來一系列影響，，現有金融現有金融

體系和未來金融監管機構也體系和未來金融監管機構也

會面對更多難題和挑戰會面對更多難題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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