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推動企業復工復產，包括

香港、廣州、深圳等在內的大

灣區城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時，紛紛推出相關扶持措

施。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了解

到，不少創業園區和寫字樓，

港澳創業企業已經實現100%

復工。而灣區企業在香港的分

部，在線上辦公的助推下，亦

實現與內地同步復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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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港澳資企業復工率高
線上辦公助推 大灣區內聯動

近日，大灣區各城市根據本地實
際，推出了多項助推企業復工的

措施。其中，廣州出台《廣州市堅決打
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努力實現
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的若干措
施》，通過緩繳、免徵、補貼、返還等
措施，總計可為企業減負逾800億元
（人民幣）。深圳出台「惠企 16
條」，為企業直接減負超過600億元。
香港特區政府在啟動300億港元防疫抗
疫基金後，近日表示將再進行新一輪基
金投放，保障企業正常運作。
在相關措施助力下，大灣區企業加

速復工復產。大灣區寫字樓全鏈條運
營商ATLAS寰圖，在灣區佈局了7家
共享辦公空間。截至4月8日，寰圖辦
公空間平均復工率已經超過80%，進
駐廣州、深圳辦公空間的港澳企業，
則實現了100%復工。

港澳企業穗深100%復工
據寰圖負責人介紹，不少內地企業除

了在廣州或深圳辦公，亦選擇了進駐位
於香港的辦公空間，以最大程度方便員
工在大灣區業務城市間往返及進行工作
交流。「粵港澳企業在大灣區不同城市

設置多個駐點辦公室，企業在三地之間
往返，已經成為常態。」
據悉，寰圖香港辦公空間位於香港

海港城大廈，毗鄰港運樞紐中港城，
而廣州和深圳的辦公空間，則分別位
於珠江新城和后海金融總部基地，三
個空間都處於當地中央商務區，方便
粵港澳創客往來交流。

應用科技實現灣區聯動
「我們的員工來自全國不同的區域，

因為各地管控政策不同，可能會對及時
到崗產生影響。而寰圖因為在大灣區有

不同辦公地點，我們可以靈活安排員工
在各地辦公。」入駐寰圖香港辦公空間
的梁慧說，她選擇在香港作為主要工作
地點，與駐守廣州、深圳的同事可以保
持工作上的高效溝通。
為幫助企業更好復工，寰圖推出多

種服務措施，包括攜手優質SAAS服
務提供商「全時雲」，為企業提供全
開放的線上雲會議工具。同時，對平
台系統服務器優化升級，使用VLAN
及防火牆隔離、雲端及VPN技術為企
業提供通訊服務，滿足科技、金融類
的大灣區企業對硬件支持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內地三大運營商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
國聯通昨日在線上聯合發佈的《5G消息白
皮書》指出，將升級5G消息短訊業務。白
皮書指出，5G消息短信內容可突破文字長
度限制，實現文字、圖片、音頻、視頻、
位置等信息的有效融合，支持加密傳輸、
圖形密碼等，亦包括企業之間的信息傳
送。與會的華為表示，3月已入場試點大區
啟動聯調測試，6月將支持5G消息商用。

融合文字圖音視頻
據白皮書介紹，最新推出的5G消息業務
是終端原生基礎短消息服務的全新升級，依
照交互方式大致可分為兩類：包括個人用戶
之間，以及企業與個人用戶之間的信息交
互。
對於個人用戶而言，5G消息將打破傳統

短信對每條信息的長度限制，內容方面也
將突破文字局限，實現文字、圖片、音
頻、視頻、位置等信息的有效融合。例
如，在與12306的對話中，用戶可以通過
發送語音或文字、點選關鍵字的形式，快
捷實現車票預訂、支付、改簽等操作。
對於企業而言，5G消息將為其提供與個

人用戶之間的信息交互接口，企業可通過
文字、語音、選項卡等富媒體方式向用戶
輸出個性化服務與諮詢。

免註冊免安裝應用
得益於以上特質，5G消息在繼承傳統短

信免註冊登錄、免安裝應用等特性的基礎
上，進一步實現信息交互的便捷高效。此
外，5G消息還支持加密傳輸、圖形密碼等
信息交互方式，可提供信息安全保障，保
護用戶隱私。
目前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GSMA已計

劃將5G消息納入5G終端必選功能，用戶
更換5G手機或將現有4G/5G手機升級
時，即可便捷使用5G消息服務。
中國移動副總經理董昕表示，5G消息是

全球運營商的共同選擇，基於統一GS-
MARCS標準，中國移動將攜手產業加快
5G消息發展，豐富5G應用場景。中國電
信稱，將加強創新合作，使溝通更加智
能、更加高效、更加多彩。中國聯通副總
經理范雲軍亦指，期待通過白皮書契機，
產業鏈各方能夠齊心協力，共同打造5G
消息生態圈。
白皮書闡述5G消息的核心理念，明確

相關業務功能及技術需求，提出對5G消
息生態建設的若干構想。中興、華為、小
米、三星和聯想等11家與會企業回應，願
與三大運營商一起，推動5G消息成為最
快落地的5G+業務應用，共同做大5G消
息市場，今年內對5G手機全面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匯控
（0005）去年第4季股息「走數」，並
表示今年都不會派發股息，股民繼續表
達不滿聲音。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
及新界東服務處總幹事鄧家彪，昨日便
聯同兩名匯豐小股東向政府請願，促請
政府及證監會檢視匯控有關安排有否違
反法規，並協助小股東追討損失。陸頌
雄形容，匯豐儼如「半間中央銀行」，
港府一直交託很多業務予匯豐處理，讓
它有豐厚利潤，匯豐不應在疫情時期
「打荷包」。

政府應重新檢視關係
基於政府禁止 4人以上的群體聚

集，故今次工聯會只聯同兩名小股東
前來。鄧家彪說，政府應交代匯控停
派息，對政府投資及公帑造成的影
響，包括庫房、部門營運資金及公務
員公積金等。此外，工聯會亦要求港
府介入調查，協助小市民點算損失，
以及向匯豐施壓。
他形容，匯豐在港地位獨一無二，

作為發鈔量最多的銀行，有其重要的
社會角色，該行亦是很多小市民退休

及社福機構保值的選擇，不派息對整
個社會影響重大，很多小股民因而
「財息雙失」。他對匯控的決定，表
達最強烈的抗議。
陸頌雄指出，據匯控2月發表的財

報，在歐美盈利倒退下，香港利潤反
增5%，而該行近半利潤來自香港，但
英國的要求卻直接影響匯控的決定，
事件反映外地政府政策能直接影響本
地財金系統的穩定，故要求政府重新
檢視匯控及其相關公司，與本港財金
系統的關係。
他又稱，香港已非英國殖民地，不

可再容許英國資金予取予攜，「英國
自己抗疫不力就應自己找數，而非在
疫情下打我們的荷包」。匯控昨日亦
反覆收跌0.6%，以全日低位39.9元收
市，再次跌穿40元水平。

英保險公司亦撤回派息
另外，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指，

繼銀行之後，英國監管當局也要求英
國保險公司取消派息以保留資金，以
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逆轉。英傑華及
RSA保險集團等已宣佈撤回派息，但

亦有保險公司明言會維持派息。市場
則 關 注 在 港 上 市 的 英 國 保 誠
（2378），會否受影響。

港股隨外圍下跌282點
港股連升兩日，累漲逾千點後，昨

隨外圍下跌，收報23,970點，跌282
點，成交額縮減至947億元。在美上
市的教育股好未來，昨自爆造假，拖
累中資教育股表現，新東方在線
（1797）曾瀉6%，全日收跌1.9%。
不過，大地教育（8417）仍要大跌

16%，希望教育（1765）跌3.3%，楓
葉教育（1317）跌2.6%。
另外，多隻股份與疫情轉向有關，

其中因武漢解封，部分航空股反彈，
國泰（0293）升1.3%，國航（0753）
升0.4%。平安好醫生（1833）上線英
文版全球抗疫諮詢平台，該股逆市升
3.6%，而盤中更曾創88.5元上市新
高。市場亦憧憬消費股會受惠政府收
市後公佈的第二輪抗疫基金，大家樂
(0341)尾市抽升逾半成，以最高位
15.04元收市。

工聯會請願 籲查匯控不派息

內地手機短訊功能 5G大升級

內地5G建設推進重要節點
2019年6月6日 工信部正式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

通、中國廣電發放5G商用牌照，標誌中國正
式進入5G商用元年。

2019年10月 工信部頒發內地首個5G無線電通信設備進網
許可證，標誌5G基站設備將正式接入公用電
信商用網絡。

2019年11月1日 三大運營商5G商用套餐正式上線。

2020年4月8日 三大運營商發佈《5G消息白皮書》，共同推
出5G消息業務，升級短消息服務。

整理：記者 張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章蘿蘭）阿里巴巴近
日啟動「春雷計劃2020」，其中對外貿企業開拓內銷
的幫扶行動引人注目，這意味大量外貿商品將轉向在國
內網絡進行銷售，消費者亦可用最實惠價格購買到大量
原本要出口的優質產品。
統計顯示，在阿里巴巴1688平台上，至少有30萬家

外向型出口企業有轉型內貿的需求，他們面臨的不僅是
外貿訂單的損失，更是在轉向陌生的國內市場時，亟需
渠道、獲客及營銷方式等方面的幫扶。在春雷計劃中，
其中一條就是要通過資源支持、減費和綠色通道等措
施，幫助一批中小外貿企業轉型拓展內銷市場。

上海消費者信心仍樂觀
另外，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和上海社會調

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心昨發佈的調查顯示，內地對新冠
疫情積極應對，令之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為經濟恢復
贏得時間和機遇，季內消費者信心主要指數雖有回落，
但仍在中性值100點以上，處於樂觀區域。
首季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消費者信心指數為117.3

點，環比下降2.7點，同比下降7.2點。其中，消費者評
價指數為119.2點，較上季度下降2.2點，同比下降5.4
點；消費者預期指數為115.3點，環比下降3.3點，同比
下降幅度略大，為9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
訪港旅客大跌，本港已有多間酒店暫時停業止血。剛於
前日公佈會暫停營業3個月的灣仔遨舍衛蘭軒，營運商
ONYX酒店集團發言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會密切留意疫情及市場狀況並於每個月作出評估，
從而決定恢復營運的日期，強調暫無計劃停止旗下本港
經營的其他7間酒店及服務式公寓之營運。

停業3個月 遣散30員工
發言人指出，受到疫情影響，遨舍衛蘭軒過去數月的

平均入住率不足三成，單是3月的入住率已較去年同期
下跌超過六成，這並不是一個健康且可持續的營運模
式。因此，為了客人及員工的安全與健康着想，同時以
確保業務的可持續性下，集團決定暫時停止遨舍衛蘭軒
為期3個月的營運，需要遣散30名員工，最後任職日期
為4月9日，並已根據勞工處的僱傭條例及相關指引，
與受影響員工溝通及作出賠償安排。

其他酒店服務公寓如常
ONYX酒店集團於香港共營運8家酒店及服務式公
寓，包括灣仔的遨舍衛蘭軒、中上環的莎瑪中環服務式
公寓及莎瑪荷李活服務式公寓、半山的莎瑪半山服務式
公寓、港島東區的莎瑪炮台山服務式公寓及莎瑪港島北
服務式公寓、尖沙咀的莎瑪尖沙咀服務式公寓及旺角的
壹零捌館，合共擁有超過150名員工。發言人強調，除
遨舍衛蘭軒外，暫無計劃停止其他酒店及服務式公寓的
營運。
展望本港酒店業前景，發言人坦言，難以評估冠狀病

毒的疫情發展，現時推測香港酒店業前景算是言之尚
早。然而，集團估計，酒店業必須要等到疫情完全好
轉，企業及旅客們靜觀其變多一段時間，對出門旅遊或
安排差旅恢復信心，方能讓酒店業有一絲曙光。正因如
此，集團會密切留意冠狀病毒病以及市場狀況並於每個
月作出評估，從而再決定遨舍衛蘭軒恢復營運的日期。
集團現時着手於密切監測狀況，以決定按計劃的重啟營
運能否如期進行，亦會借這段時間與相關團隊作出準
備，務求於相關部門發出更新指引或解決旅遊限制之時
可順利恢復相關酒店的營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繼3月9日暫停香港及
澳門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政策生效後，日本政府於4月7
日對主要都府縣宣佈緊急狀態，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主攻日本旅遊市場的縱橫遊(8069)昨日發盈警，指鑒於集
團大部分收益來自提供以日本為重點多個旅遊地點的境
外旅行團，董事會預期4月及5月收益將大幅減少，或對
截至6月30日的首季財務表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對於若干媒體報道預期該集團首季錄得營業額損失約

1億元。董事會重申，該集團首季實際收益金額及與
2019年同期相比較的收益減幅尚未釐定。
日本政府於4月7日對主要都府縣宣佈緊急狀態，措

施當日生效，並將持續至5月6日，為期至少1個月，
包括東京、大阪、神奈川、埼玉、千葉、兵庫及福岡七
個都府縣。為應對有關措施，該集團將取消所有前往日
本的旅行團，直至5月31日。
縱橫遊股價昨未受盈警影響，升5.93%，收報1.25元。

日緊急狀態
縱橫遊盈警

阿里巴巴出招
撐企外貿轉內銷

遨舍衛蘭軒
入住跌逾六成

■■目前設備商和終目前設備商和終
端商正在加快端商正在加快55GG應應
用落地用落地。。 中新社中新社

■匯豐控股昨
日再度失守40
元關口，收報
39.9 元，下跌
0.62%。

中通社

■位於福田區
的寰圖辦公空
間，港澳資企
業復工率達
100%。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