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李才瑛

20202020年年88月月101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8月10日（星期一）

2020年8月10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國經濟二季度在全球率先

恢復增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近日表示，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

延續復甦的態勢，全年有望實現正

增長。下半年貨幣政策將保持金融

總量適度合理增長，着力穩企業保

就業。易綱同時重申堅定不移地深

化金融業改革和對外開放，當前首

先繼續執行好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

議。

續執行好中美經貿協議
堅定不移深化金融業改革和對外開放

鍾南山冀港澳優勢助力灣區慢性病防治

服貿會將展灣區跨境金融服務

易綱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疫情衝
擊下中國經濟潛力大、韌性足的特點

沒有改變；但也關注到影響經濟恢復的一些
突出問題，比如，穩企業保就業壓力比較
大，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恢復面臨困難
等。
對於下半年，易綱提出，要全面落實「六

保」任務，保持金融總量適度、合理增長，
着力穩企業保就業，防範和化解重大金融風
險，加快深化金融改革開放，促進經濟金融
健康發展。

隨着美國挑起爭端，中美摩擦日趨升級，
中國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會否受到影響
引發外界擔憂。易綱在採訪中對此表示，
「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最重要的是做好
我們自己的事，堅定不移地深化金融業改革
和對外開放。」

取消證券等領域外資股比限制
易綱提出，當前首先要繼續執行好中美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好近年來宣布
的金融改革和開放措施，比如取消證

券、基金管理、期貨、人身險等領域外
資的股比限制；取消合格境外投資者和
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的投資額度限
制；批准運通、萬事達卡、惠譽等機構進
入中國市場等。其次要繼續推動全面落實
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統一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的外匯管理政
策。
另外，中國將繼續深度參與全球的經濟和

金融治理，切實維護多邊主義，建設性參與
G20緩債倡議等。

續推人幣國際化及資本項目開放
易綱還表示，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

國際化和資本項目的開放。上半年人民幣國
際化勢頭非常好，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同比
增長36.7%，連續8年成為中國第二大跨境
收支貨幣，一季度人民幣外匯儲備的份額超
過2%。
央行近日多次就貨幣政策走向表態，中

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認為，隨着經
濟逐步走向恢復階段，貨幣政策逐步向常

態化部署。易綱仍強調金融總量保持適度
合理增長，貨幣供應和社融增速明顯高於
去年，顯示貨幣政策寬鬆力度不會很快逆
轉，但明顯的降息降準可能性降低，而是
更加注重「精準導向」，以穩企業保就
業。
諸建芳還指，在當前中美複雜局面下，易

綱尤其強調堅持金融改革開放，對外表明中
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態度，無論貨幣政策還是
金融開放，中國始終堅持以我為主，按自身
國情穩步推進。

易
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9日，「慢
病管理，篩查先行」構建廣東省慢病（慢性非傳染性疾
病）管理網絡暨醫用紅外臨床熱像設備捐贈儀式在廣州
舉行。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計劃在廣東探索構建慢病管
理網絡，以點帶面，搭建起以「社區—醫院—地區」點
線面相結合的慢病綜合管理網絡。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
山出席活動表示，高血壓、糖尿病等慢病威脅着約
70%市民的健康，而慢病管理可通過篩查來防治。他希
望內地能在慢病篩查、預防方面做到全世界領先。他又
指，希望可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內「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越性，通過實際項目轉化促進大灣區的健康發展。
「新冠疫情仍是目前全球關注的焦點。內地已走進

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第二階段，目前除了新疆和香港仍
需努力外，我國總體防控情況良好。」鍾南山認為，
除了新冠等急性傳染病，慢病管理同樣值得關注。他
說，希望慢病綜合管理網絡平台能先在一批大灣區城
市進行試點，成為具體可操作的項目。

大數據分析診斷助篩查
鍾南山坦言，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健康領域落到

實處的項目數量並不多，內地程
序手續較繁瑣，比如通過一個藥
往往耗時很長。「我們希望大灣
區可以合作起來，把內地一些優
秀項目拿到港澳進行轉化，利用
好港澳的制度優勢。」鍾南山
說，目前內地在糖尿病、高血
壓、腫瘤等早期篩查治療方面已
見成效。但呼吸道疾病由於早期
症狀不明顯，尤其是「慢阻肺」
一類慢病，一旦確診往往病情已
進入三四期。為此，他希望先在
廣東通過構建慢病管理網絡以及
捐贈設備，更大範圍推廣「慢病
管理，篩查先行」的理念。目前
該慢病管理系統有望先在粵西城
市陽江進行。

呼吸疾病綜合管理平台負責人周玉民介紹，該慢病
管理平台由四部分組成，首先將在基層醫院為市民進行
早期篩查、診斷、管理和預防；繼而通過社區綜合防治
雲平台，對慢阻肺進行早期發現、急性加重的檢測、宣
教和管理。到醫院這一層，則側重肺功能檢測，利用
AI分析系統實現診斷信息化、質量標準化和分析管
理。最後在醫院建立呼吸系統疾病臨床研究大數據與生
物樣本庫平台，進行大數據收集、管理和分析。
「大灣區人口規模將近1億，平台能建立起來，可

以收集數十萬的大數據，通過早期群防群治，避免輕
症轉重，除了保障患者健康外，還可以為國家節省大
筆醫療開支。」鍾南山說。

新華集團夥鍾南山醫學基金捐設備
作為構建廣東省慢病管理網絡的第一站，新華集團

聯合廣東省鍾南山醫學基金會共同向陽江市捐贈價值
480萬元的醫用紅外熱像設備一批，用於陽江市人民
的健康普查及大病篩查預警。據悉這是首批捐贈項
目。全國政協常委、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表示，未來
還會為廣州各個區進行醫用紅外熱像設備捐贈，為大
灣區常規醫療領域作出實際貢獻。
本次活動由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攜手香港新華集團

共同發起。由上述雙方共同出資成立的廣州新華呼紅
科技有限公司也在會上正式揭牌。蔡冠深表示，希望
遵循鍾院士提倡的「普惠篩查」的理念，未來將在大
健康領域不斷拓展，在大灣區推出更多公益性的
「簡、便、廉」醫療服務。

不同於傳統的銀行網點，這裏少了隔離
職員和客戶的櫃面，多了具備社交功能的
休閒區域。人們可以一邊看書、品茶、聊
天，一邊通過手機或者平板電腦輕鬆完成
需要辦理的業務。

落戶上海新天地商業區十年之際，台資
銀行富邦華一銀行上海新天地支行近日迎
來「喬遷之喜」。這個曾經以「書房銀
行」為特色的網點，在延續溫馨環境、親
切服務和多元產品的同時，引入了諸多金
融科技元素，轉變為更加智能和時尚的
「快閃銀行」。

打造智慧網點 提供溫暖服務
新天地支行的「變身」，是富邦華一順

應大陸金融市場變化、推動自身「智慧
化」轉型的縮影。

總部位於上海的富邦華一，是大陸首家
全牌照運營的台資銀行，目前在大陸10
個省份布局了27個網點，資產總額突破
千億元人民幣，在大陸台資銀行總資產規
模中佔據「半壁江山」。

富邦華一銀行上海業務管理中心總經理
金朝暉表示，作為大陸規模最大、服務範
圍覆蓋最廣的台資銀行，富邦華一致力於
成為連接兩岸的「金融橋樑」。近年來，
富邦華一持續推進線上線下一體化融合發
展。線上通過科技賦能提高服務效率、拓
展服務半徑，線下整合優化網點資源，穩
步提升網點效能。

「除了打造類似新天地支行的『體驗
式』智慧網點，我們還推出了引入第三方
認證等技術的『移動營業廳』。」金朝暉
說，富邦華一希望融合領先金融科技和傳
統「台式」服務，為台籍和大陸客戶提供
更有「溫度」的服務。

伴隨大陸金融市場開放，近年來台灣地
區多家銀行相繼「登陸」，以大陸台企和
台胞為主要客群提供金融服務。借力大陸
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台資銀行紛紛引入
先進技術，探索從運營、風控到服務的持
續升級。

不久前，國泰世華銀行（中國）有限公
司與大陸大數據應用及服務提供商吉貝克
再度簽約，後者將通過建立新金融資產減
值估值系統，助力國泰世華提升風險管控
能力。2019年9月，富邦華一與騰訊雲簽
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金融科技轉型
和數字化能力建設等方面開展合作，合力
打造數字銀行。

加大金融科技投入，也令大陸台資銀行
得以從容應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據了解，
疫情發生之初，富邦華一就快速啟動了遠
程辦公機制，並在疫情期間提供「不跑
腿」的指尖和線上信貸業務辦理渠道，以
及全流程線上操作的小微企業流動資金貸
款等服務，為受到疫情困擾的客戶提供資
金接力，助力其穩步復工復產。■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市「優職英
才」港澳學生長期實習計劃9日
起至21日接受報名，逾30家廣
州知名企業向百名港澳學生提
供實習崗位，支持港澳青年來
穗發展。
據了解，該計劃在全市遴選

31家知名企業，招募100名港澳
學生於今年9月至2021年2月進
行為期半年的實習。根據計劃，
只要是廣州高校應屆畢業或大
三、研二準畢業學生，香港特
區、澳門特區專上學校應屆畢業
或準畢業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提供

實習崗位的企業包括酷狗計算

機、廣藥集團、廣汽豐田等，
崗位涵蓋了新一代信息技術、
網絡遊戲、軟件技術、生物醫
藥、智能網聯汽車、金融等門
類。
至於實習期的待遇和保障，企

業每月為每個崗位的實習生提供
不少於3,000元人民幣的實習補
貼，並由1名專業導師對實習生
進行「一對一」跟蹤輔導，長期
實習計劃結束後，如實習青年能
力和表現符合要求，可優先錄
用。
另外，企業將為參與者提供吃

住保障，為全體參與者配發羊城
通，購買團體意外險，為參與實
習的港澳學生安全保駕護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
報道）2020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
（以下簡稱「服貿會」）金融服務專
題展首場媒體通氣會9日在京舉行。北
京市金融監管局黨組書記、局長霍學
文介紹，2020年服貿會金融服務專題
展主題為「新金融、新開放、新發
展」，邀請國內外100餘家金融機構、
企業參加線上線下展覽，其間將舉辦
多場主題論壇。

百餘金融機構參展
據了解，本次金融服務專題展國際金
融機構雲集，摩根士丹利、瑞銀集團、
德意志銀行等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的
43家外資金融機構將參展。此外，眾多
金融機構將在服貿會展示服務「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中歐班
列」等跨境金融服務，全球金融基礎設

施建設等。
霍學文介紹說，金融服務專題展共設

置國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業支持全球
服務貿易、未來金融與智慧金融、全球
財富管理、金融業對外開放五大展區。
展會期間，監管機構、金融機構、國際
組織將集中發布最新對外開放政策、研
究成果、年度報告。
本次金融服務專題展吸引多國參與，

覆蓋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瑞士、
日本、比利時、阿聯酋等。據了解，共
有18個國家和地區的100餘家金融機構
參加線上線下展。26家世界500強金融
企業已確定參加，金融服務展綜合展區
國際化率超過60%。同時，展會將推出
優秀的金融服務全球貿易的案例，全面
推進後疫情時期國際社會的緊密合作，
共享金融科技、跨境貿易、風險控制等
方面成果。

穗「優職英才」啟報名
招百名港澳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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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集團聯合廣東省鍾南山醫學基金會共同向陽江市人民捐贈價值480
萬元的醫用紅外熱像設備一批。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易綱提出，要落實好近年來宣布的金融改革
和開放措施。圖為6月在「雲上」舉行的廣交
會，參展企業在直播。 資料圖片

下半年貨幣政策重點
■ 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精準

導向，引導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
會融資規模增速明顯高於去年。

■ 守住風險底線，全力以赴推動三
年攻堅戰如期收官，並且轉入常
態化的風險防控和風險處置。

■ 不斷深化金融領域體制和機制改
革，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區域性
金融風險為目標，量力而行，深
化農村金融機構的市場化改革。

■ 統籌做好金融扶貧工作，深化綠
色金融、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創
新試點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