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金融科技的外灘大會昨日在上海開

幕，上市在即的螞蟻集團會上透露不少重磅

內容。螞蟻集團CEO胡曉明表示：「上市後

最重要的事是投技術」，並形容不是「百米

衝刺」，而是「馬拉松」。另外，螞蟻集團

首度披露Alipay+解決方案，旨在幫助商戶實

現全球收付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孔雯瓊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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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馬拉松」式投資創新科技

忠誠拍賣行：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忠誠測量行：中環皇后大道中142-146號金利商業大廈1樓 上海悅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6-21) 6521 6600

拍賣拍賣
測量測量
代理代理

--超然佳績超然佳績
--專業保證專業保證
--信心之選信心之選 鄭永銘鄭永銘

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英國皇家城市規劃師
關樂平關樂平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Mark StaplesMark Staples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盧漢昌盧漢昌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中國房地產估價師中國房地產估價師

林澤榮林澤榮
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測量師
（（產業測量產業測量））

鄭世傑鄭世傑
拍賣師拍賣師
拍賣部總經理拍賣部總經理

周耀章周耀章
雜項部經理雜項部經理

注意事項
所有競投者應委託其代表律師在拍賣前對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查察。競投者如未經查察而在拍賣會競投物業應自行承擔其風險，任何買家於拍賣師落鎚後必須接受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並不能對其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質詢。而物業之有關契
據，在拍賣前可在賣方律師樓供買家查閱。再者，競投者應在競投前對其競投之物業已進行視察並滿意物業之狀況才作出競投，賣方並不保證該物業並無違例之建築，加建或改建。亦不保證物業之興建符合建築條例，買家不得對物業之違例建築，加建或
改建進行質詢或藉詞拒絕交易。 物業次序或有所調動，請各界人士預早到場。

查詢及委託拍賣熱線2581 9366 牌照號碼：C-012527 C S GROUP內有更多拍賣推介及影片網址 www.chungsen.com.hk

忠誠拍賣（同行之冠）
專人處理/歷史悠久/信心首選
賣樓點只一個方法

最理想售價/拍賣幫到你
獨立龐大及策略性宣傳，能吸引大量區外及各地投資客戶

（網頁、報章、海報、傳單、電郵及傳真）
每星期6日七份報章半版至全版廣告，全行最多
文匯報/大公報/香港仔/星島/明報/經濟/睇樓皇

查詢或委託：2581 9366

急 聘

物業拍賣營業員（多名）

底薪＋津貼＋佣金
銀行假放紅日

有意請致電：9092 0099吳洽

（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聯絡人

9227 6625謝洽

6922 4519馬洽
9833 1884鄭洽

9138 6079劉洽

6922 4519馬洽

9833 1884鄭洽
6922 4519馬洽
9092 0099吳洽

9833 1884鄭洽
6922 4519馬洽
9092 0099吳洽

9092 0099吳洽
9374 4386任洽
9138 6079劉洽
9227 6625謝洽

6922 4519馬洽

9833 1884鄭洽

9227 6625謝洽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開價(萬)

135

5000

43

130

1780

4780

1700

490

148

650

物業地址

九龍美孚新邨蘭秀街1/15及2/24號恒柏街1/7號144
號車位。 (遺產承辦人) 物業編號：20093001

沙田九肚山路18號寶松苑15號屋。
物業編號：20093002睇樓日期：26/9(3-4)

新界北丈量約份84號地段947號。(近粉嶺上山雞乙)
物業編號：20093003

葵涌大隴街39號銀行大廈6字樓Ｂ單位。（2份之1業
權，一開即售）物業編號：20093004

旺角彌敦道703號金鑽璽12字樓。(銀主命) 物業編
號：20093005睇樓日期：25/9(3-4) 29/9(3-4)

香港薄扶林道120號靖林15字樓及16字樓複式單位連
地下2號車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0093006
睇樓日期：25/9(5-6) 26/9(3-4) 28/9(5-6)

尖沙咀河內道18號名鑄46字樓Ｋ單位。
(銀主命)物業編號：20093007
睇樓日期：25/9(5-6) 26/9(3-4) 28/9(5-6) 29/9(5-6)

沙田豐石街4號豐盛苑華盛閣Ｂ座33樓15號單位。
(銀主命) 物業編號：20093008

葵涌大連排道35/41號金基工業大廈3字樓35號車位。
(法院令) 物業編號：20093009

將軍澳寶琳北路20號英明苑B座（明亮閣）12字樓9
號單位。 (租期至19-10-2021租金$17000)
物業編號：2009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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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業主命及法院令公開拍賣
茲定於2020年10月8日（星期四）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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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三門仔路23號比華利山別墅湖景道99號屋連2個
車位。物業編號：20093011

沙田恆信街2號富安花園地下18B-3號舖位。(租期至
31-5-2022租金$10000) 物業編號：20093012

銅鑼灣謝斐道509號銅鑼坊2字樓S89號舖位。(租期
至13-9-2022租金$4200) 物業編號：20093013

大埔鄉事會街9/15號寶蓮樓（大日子商場）地下A1舖
位。 物業編號：20093014

屯門景峰徑2號景峰花園第2座12字樓A單位。(法院
令，不提供樓契) 物業編號：20093015
睇樓日期：28/9(5-6)

灣仔交加里 17-27 號巴路士街 12A-C 號灣仔道
151-163 號文安樓地下Ｇ37 號舖位。 (租期至
31-5-2021租金$6000) 物業編號：20093016

天水圍天愛苑Ａ座愛潮閣1字樓3號單位。物業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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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七姊妹道32號兆年大廈16字樓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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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受隔夜外圍市場殺跌影響，A
股三大指數低開後震盪跳水，截至收
盤，上證綜指跌1.72%報3,223點，深
證成指跌2.24%報12,816點，創業板
指跌2.46%報2,535點。滬深兩市成交
總額6,793億元（人民幣，下同），
較前一交易日增加186億元。北向資
金撤退較明顯，合計淨流出121.69億
元，並已連續4個交易日淨流出。
昨天跌幅居前的有第三代半導體、

電力物聯網及超級電容等股，跌幅都
逾 4%；中船系、通用航空、大飛
機、國防軍工及國產航母等股跌超
3%。證券股一度拉升護盤，國海證券
盤中漲近8%；大豆、種植業與林業
股微弱翻紅，但漲幅均未超過1%。

個股中新賽股份漲停，荃銀高科漲逾
4%。

海外波動 節前低迷
國泰君安認為，指數再度走弱，一

方面受到海外股市波動加劇影響。另
外，臨近長假市場擔憂長假期間消息
面不確定性，風險偏好難以回升。但
從歷史統計來看，節前低迷，節後上
漲概率高達八成，因此對市場不宜過
於悲觀。
巨豐投顧表示，市場普跌，除美股

下跌情緒上干擾A股外，更多的是從
北向資金的角度有一定的干擾，不過
在經濟景氣度持續回升以及流動性合
理充裕下，市場中期向好趨勢的邏輯
未變。

胡曉明強調，螞蟻集團的基因不是金
融，而是科技，科技是推動螞蟻業務

每一次進化的最核心動力。「在螞蟻16年的
發展歷史上，科技每一次都扮演了最重要的
角色，驅動着螞蟻業務不斷進化。」今年以
來，螞蟻在科技領域戰略布局明顯加速。螞
蟻在科創板IPO申請已獲通過，招股書中披
露募資的40%將用於創新和科技投入。

IPO四成集資作創新科投
據介紹，螞蟻集團技術能力覆蓋人工智
能、風控、安全、區塊鏈、計算及技術基礎
設施等硬核科技領域，擁有26項自主研發核

心技術產品，18項世界級和國家級核心技術
獎項，以及在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的
26,279項專利或專利申請。螞蟻的員工中有
64%都是技術研發人員。
「我們的技術戰略長跑，不是百米衝刺，

而是馬拉松。」胡曉明說，上市以後，面向
未來，螞蟻最重要的事是投技術。「我們將
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投入資金用於強
化科技研發實力，增強產品和技術創新，為
長期戰略發展夯實技術基礎。」集團未來重
點投入研發人工智能、風險管理、安全、區
塊鏈、計算及技術基礎設施五大技術領域。
另外，螞蟻集團董事長井賢棟在大會上首

次介紹「Alipay+」的概念，是幫助全球商
戶和電子錢包用戶之間實現連接，已於今年
推出解決方案，並以澳門老字號「晃記餅
家」作例子，借助Alipay+的支持，一次性
連接支付寶、AlipayHK和韓國錢包 kaka-
opay，從而獲得更多客流。

澳門逾2萬商戶用Alipay+
他又指，現在澳門已有兩萬多家商戶可以

像「晃記餅家」一樣，可用移動支付和更多
外國人做生意，公司希望Alipay+可以幫助
世界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商家，實現全球
收、全球付、全球匯。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昨日發布公告稱，完善債券通「北向
通」下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境外銀
行對客市場的相關安排，以落實債券
通渠道的資金匯兌和外匯風險管理機
制。公告指出，符合要求的債券通投
資者自行或通過香港結算行向交易中
心備案後，可作為客戶與香港結算行
直接交易。每家債券通投資者可選擇
不超過三家香港結算行辦理資金匯兌
和外匯風險對沖業務。

可與香港結算行直接交易
「北向通」是指境外投資者通過內

地與香港債券市場基礎設施的互聯互
通，投資於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具
體備案流程如下：一、在業務開展

前，債券通投資者應指定一家香港結
算行作為主結算行，其他香港結算行
作為一般結算行。若債券通投資者調
整選定的香港結算行，應於三個工作
日內向交易中心調整備案。二、債券
通投資者可通過債券持有人，在主結
算行和一般結算行辦理資金匯兌和外
匯風險對沖業務。三、債券通投資者
應通過債券持有人，只在一家主結算
行開立人民幣資金賬戶，人民幣資金
劃轉和結算均需通過主結算行進行。
此前央行發布的《內地與香港債券

市場互聯互通合作管理暫行辦法》規
定，境外投資者使用外匯投資，或者
使用部分自有人民幣、部分外匯投資
的，需通過債券持有人在一家香港結
算行辦理資金匯兌和結算業務。

內地完善債券通匯兌機制

A股北向資金連續4日流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國慶、中秋雙節前夕，一瓶難求的53度飛天
茅台酒大量出現在拼多多平台上，部分售價
甚至低於市場價逾1,000元（人民幣，下同）。
茅台方面昨日對此表示，公司沒有給拼多多
供貨，按理經銷商也不會向拼多多供貨。

茅台否認供貨拼多多
據貴州白酒交易所茅台酒價格指數顯示，9

月24日，53度飛天茅台酒的零售市場價格為
2,856.6元。而記者從京東、天貓等電商平台
發現，其市場零售價均超過3,000元，部分如
如天貓會員店更已顯示「商品已經賣光」。
酒業分析師蔡學飛表示，今年經歷過疫情，
高端白酒具有了投資屬性，名酒旺季前提
價，亦是提升品牌、提振市場信心的做法。
不過，拼多多平台上卻出現大量的53度飛

天茅台，售價遠低於市價，平台補貼後單價

（每瓶）從1,579元到2,559元不等，且貨源
充足，部分商家甚至一次購買幾十瓶都顯示
有貨，而通常其他購買渠道會設每人限購2
瓶的規定。
對此情況，茅台公司回應表示：「公司沒

有供貨，而且按理經銷商也不敢向拼多多供
貨。」有業內人士表示，不排除有經銷商給
拼多多供貨的可能，但具體是否可以供貨還
得看經銷商的授權經營區域和範圍。

拼多多低市價千元賣茅台

■■螞蟻螞蟻CEOCEO胡曉明胡曉明
表示表示：「：「上市後最重上市後最重
要的事是投技術要的事是投技術。」。」

記者倪夢璟記者倪夢璟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