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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昨宣布有計劃將公司亞太地

區總部從新加坡遷至香港，並在香

港建立科研和工程中心。Uber香港

區總經理鍾志霆於記者會上指出，

公司對香港發展一直很有信心，政

府若能研究立法規管汽車共乘服

務，能為商界企業運營帶來希望，

若Uber在香港設立亞太總部，能更

好覆蓋中國台灣、日本、印度等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對於中央推進港區國安法令市場擔心香
港營商環境，鍾志霆表示，有密切關

注相關事態的進展，但始終更關注Uber的
長遠發展和布局。他透露，已經向政府遞
交相關的立法規管提案，但暫時未能取得
政府的回覆，也並無實質進展。若要將香
港辦公室升級為亞太區總部，仍需要政府
及關鍵持份者持續溝通、討論，將汽車共
乘服務的法規監管合法化、具體化，長遠
而言亦能加強本地科研技術生態系統。

投資額視乎政府溝通成果
他反覆強調，若相關法規監管有所進
展，Uber就能如在悉尼、巴西聖保羅、紐
約和新德里等國際城市，在香港投資和布
局，但投資額及為香港創造的就業機會，

要視乎與政府溝通的進展而決定。Uber公
共政策主管Richard Wilder補充，澳洲和紐
西蘭部分城市已經實現汽車共乘合法化，
希望香港也能盡快實現。
Uber在全球大規模裁員，印度公司昨就
宣布裁減四分一人手，鍾志霆坦言，新冠
疫情令全球經濟備受影響，公司業務受到
牽連無可避免也無可奈何。但隨着全球疫
情好轉，業務已逐步恢復，香港業務已從
急劇下滑中逆轉，汽車共乘服務總預訂量
更已回復到疫情前70%的水平。
Uber指出，若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在工

程系統、數據分析，以至營運及營銷策略等
工作上都具有不同挑戰，將為港人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長遠加強本地科研技術生態系
統，助香港穩固世界領先城市的地位。

逾四分之一港人為用戶
Uber從2014年7月進入香港市場，2016
年10月正式推出Uber Eats，目前，Uber香
港平台擁有逾24萬註冊司機，超過四分之
一的香港人已註冊成為Uber用戶。Uber
Eats方面，已為超過 6,400 間合作餐廳增加
收入來源。

中國經濟 ■責任編輯：曾浩榮

Uber亞太地區總部遷港
對香港發展有信心 已遞共乘合法化提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進入內地僅一年多的加拿大咖
啡連鎖商Tim Hortons中國最新宣布，
獲得來自騰訊的投資，將用此筆資金
擴大數字化建設並擬在華開設逾1,500
家門店。

運用微信小程序拓展
該公司並未公開獲得的投資額度，

但有內地媒體指金額或超過億元（人
民幣，下同）。據悉，該公司屬內地
咖啡市場後起之秀，去年2月才在上海
開設第一家店，目前在華共有50多家
門店，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其價格在
內地屬中低檔次，現磨現煮咖啡為17
元，其他品類基本就在30元以下，較

星巴克便宜。
Tim Hortons中國首席執行官盧永臣

表示，騰訊建立平台打通線上和線
下，公司將加快數字化創新，包括使
用微信小程序等，為顧客帶去更佳體
驗。目前公司已在小程序上線會員券
包、積分兌換、查找門店等功能。
另據該公司發表的公開信顯示，

中國咖啡市場人均消費量相對於國
際水平有較大的增長空間，有望持續
保持每年兩位數增長。根據倫敦國際
咖啡組織數據，中國的咖啡消費正在
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相較全球平
均2%的增速高出不少。2025年中國
咖啡行業市場規模將達到 1 萬億
元。

騰訊投資Tim Hortons
擬於華設1500店

據央行網站公告，為維護銀行體系流動
性合理充裕，昨日以利率招標方式開

展了100億元（人民幣，下同）7天期逆回
購操作，中標利率持平於2.2%。由於無資
金到期，公開市場淨投放100億元。
央行上次開展逆回購操作是在3月31
日，此後已連續 37個交易日空窗，創
2016年開始每日有操作窗口來的最長暫停
紀錄。彭博匯總的數據顯示，本周包括國
債、政策性銀行債以及地方政府債券在內
的繳款規模至少約7,130億元，勢創約一
年來的單周最高。

券商料後續或降準
方正證券分析師齊晟稱，公開市場投放
規模偏少存在幾種可能性：一是接下來一
段時間會持續少量投放，均勻到期；二是

有可能後續有類似降準的行為對沖特別國
債，所以公開市場短期投放先不放太多。
利率方面，因為本月中期借貸便利(MLF)
的利率沒有降，所以公開市場利率也保持
平穩。中信證券分析師明明表示，逆回購
重啟釋放央行平穩流動性的信號，而利率
未調整可能是顧及目前人民幣匯率的壓

力。
在一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央行刪

除了「不搞大水漫灌」的相關表述，表示
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強調控前
瞻性、精準性、主動性和有效性，要進一
步把握好流動性投放的力度和節奏，維護
貨幣市場利率在合理區間平穩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 各國央行為應對疫
情紛紛採取了超常規量化寬鬆政策，
而中國央行雖然也有寬鬆，但貨幣政
策堅持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精準幫
扶。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昨天接受媒體
採訪時稱，將保持廣義貨幣(M2)和社
會融資規模增速明顯高於去年。易綱
在全國兩會期間接受中國金融時報採
訪時說，儘管境外疫情形勢及其影響
還有很大不確定性，但中國經濟韌性
強，內需市場廣闊，經濟持續向好的
基本面不會改變。
他說，今年，穩健的貨幣政策將更

加靈活適度，將綜合運用、創新多種
貨幣政策工具，確保流動性合理充
裕；加大貨幣政策創新力度，提高金
融支持針對性和精確度；並支持銀行
特別是中小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加
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

貨幣政策將更加靈活適度
為對沖疫情影響，內地2月1日出
台了30條金融支持政策措施，疫情
爆發以來實施的對沖政策累計達5.9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通過3次
降準、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增加
再貸款再貼現等，超預期投放流動
性；引導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利率、
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貸款市
場報價利率（LPR）分別下行，並推
動降低存量貸款利率。
易綱說，上些綜合舉措已取得明顯

成效。今年1-4月人民幣貸款新增8.8
萬億元，同比多增近2萬億元，廣義
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
速分別為11.1%和12%，增速明顯高
於去年；4月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
同比增速較上年末高2個百分點；4
月新發放普惠小微貸款平均利率比去
年 12 月下降 0.77 個百分點。他表
示，下一階段，穩健的貨幣政策將更
加靈活適度，央行將綜合運用、創新
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確保流動性合理
充裕，保持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
規模增速明顯高於去年。另外，易綱
指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對銀
行信貸資產質量造成一定下遷壓力，
部分中小金融機構風險需引起關注。
由於不良貸款風險暴露存在一定滯

後性，加之疫情以來銀行業對企業延
期還本付息等政策，易綱指，銀行可
能面臨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資產
增加和處置壓力；同時，若國際疫情
形勢長期化，全球經濟增長受損日益
嚴重，境外金融市場動盪可能仍會蔓
延，對中國市場造成衝擊，並給中國
國際收支和跨境資本流動帶來不確定
性。下一步央行會把握好抗擊疫情、
恢復經濟和防控風險之間的關係，加
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穩妥推
進各項風險化解任務。支持銀行特別
是中小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和完善治
理，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數碼通
（0315）昨宣布推出5G服務，並披露旗下
SmarTone 5G月費計劃詳情。數碼通總裁
葉安娜昨表示，80GB 5G本地數據的上網
計劃，月費為398元，附送2GB大灣區漫遊
數據，於今年8月31日前登記，每月額外
享20GB本地數據。

數據可儲起後使用
此外，客戶可選擇根據其用量需求，逐
個月加80元，將計劃升級至無限數據用
量，速度為5Mbps。

她續指，如果客戶該月有未用完的數
據，可以儲起待日後使用，本地數據儲存
上限為500GB，大灣區數據儲存上限則為
10GB。
葉安娜表示，相信5G上網計劃推出初

期，可吸引高數據使用量，以及對網上體
驗有要求的消費者使用。對於數碼通是本
港4間主要電訊商中，最遲推出5G服務的
一間，她表示這是因為電訊市場一直極具
競爭性，而公司希望做好網絡測試後，才
正式推出。
數碼通將使用瑞典電信設備製造商Erics-

son（愛立信）的設備提供5G服務，而不是
內地的華為。她表示在選擇合作夥伴時的
主要考慮，是設備供應商的能力及價格。
她續指，透過愛立信領導業界的動態頻譜
共享（DSS）技術，數碼通可以合適地調配
網絡資源，同時支援4G及5G，避免為5G
客戶提供服務時，影響4G客戶的網上體
驗。
數碼通科技總裁鄒金根昨則表示，目前

公司的5G網絡整體覆蓋率約70%。他透露
公司的目標，是於明年中將5G網絡，覆蓋
至本港每個角落。

數碼通推5G 月費398元80GB

香港文匯報訊 銀聯國際宣布，為便利在
內地定居但因疫情無法回港的長者領取政
府援助金，銀聯與滙豐銀行、中國銀行
（香港）、恒生銀行、渣打銀行、南洋商
業銀行、大新銀行、創興銀行、中國建設
銀行（亞洲）、交銀（香港）和上海商業
銀行合作，於今年6月起豁免香港長者在中
國內地提款的手續費，為期三個月。銀聯

國際認為，愛老助老是社會的共同義務，
故希望與各大銀行藉此一同承擔應有的社
會責任，與全港市民攜手抗疫，共度時
艱。
銀聯及參與是次活動的各大銀行，將會

於2020年6月1日至8月31日期間，向使用
銀聯提款卡在遍及內地近90萬台自動櫃員
機提款的香港長者，免除跨境提款手續

費。持卡人提取之貨幣需為人民幣，並按
提款當日銀聯匯率結算。有關個別銀行的
跨境提款手續費金額、幣種以及具體安
排，請留意相關銀行之官方資訊。
是次活動將大幅減免長者在內地提款

的費用，除了領取社會福利署生活津貼
的長者，全港所有長者都可受惠於此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
虐全球，為初創和中小企帶來衝擊。
香港貿易發展局連續第三年舉辦初創
培育計劃「創業快綫」，協助初創企
業在「疫」境中拓市場、建人脈、增
曝光及覓夥伴。「創業快綫」決選將
於6月10日(星期三) 舉行，並進行網上
直播，勝出的初創將獲安排參與一系
列由香港貿發局舉辦的交流、考察及
商貿推廣活動，以及到世界各地參展
廣拓商機。

「創業快綫」決選下月舉行
星級評審陣容包括「創業快綫」獨

家策略夥伴尚乘集團董事會主席兼總
裁蔡志堅、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
執行董事周駱美琪、慧科資本董事總
經理邱達根、紅杉資本中國基金車品
覺及香港初創企業協會主席趙子翹，
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著名「棟篤笑」
藝人Vivek Mahbubani將擔任主持，與
入圍決賽的初創企業對談。

今年入圍的初創主要業務涉及人工
智能、大數據、生物科技、物聯網、
金融科技、機械人等科技。
他們會以三分鐘提案形式，向評審

團闡述其創業理念，並接受三分鐘提
問。為加強互動，網上觀眾亦可即時
發問，並投選「創業快綫—我最喜愛
的初創」。
貿發局助理總裁梁國浩說，新冠肺

炎打擊全球經濟，但疫情同時顛覆商
業及消費模式，衍生新商機。初創如
能發揮創意把握這些機遇，可以在
「疫」境中繼續逐步壯大，成為錄得
盈利及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並舉例
指，去年優勝初創萬御科技及針對疫
情下減少人與人接觸的需求痛點，研
發出全球首部3D線下人工智能語言客
戶系統，現已在港鐵啟德站正式營
運；為行動不便人士研發穿戴式設備
的明特機械科技及研發智能香薰機的
蜜斯卡陀，則推出抗疫產品，「疫」
市下繼續捕捉商機。

■鍾志霆指對香港發展一直很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央行上次開展逆回購操作是在3月31日，此後已連續37個交易日空窗。 資料圖片

貿發局「疫」境續助初創壯大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在暫停

公開市場逆回購近兩個月後重啟

操作。不過，是次淨投放規模僅

100億元（人民幣），分析人士表

示，由於投放的金額有限、利率

亦持穩，市場略感失望，資金利

率和債券殖利率繼續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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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聯免長者內地提款手續費3個月

人行重啟逆回購 淨投放100億

■■ 上海一間上海一間TimsTims咖啡咖啡
店店。。 記者記者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