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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建大數據交易中心 滿足國內外用戶需求

國家發改委近日公布《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項清單》，40 項「首
大數據中心，研究論證設立數據交易市場或依託現有交
易場所開展數據交易。從事大數據業務的港商認為，深
圳「5G＋大數據」將帶來全民創富共贏的機遇，香港將
可以分享這一機遇。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華人大
數據學會執行主席洪為民表示，深圳建大灣區數據中心
具有科技創新和人才等優勢，香港可以與深圳大灣區數
據中心合作，建設一個國際版大數據交易中心，通過該
平台為國內外用戶提供交易服務。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港共拓
■5G 網絡即將
實現全覆蓋，
深圳大數據應
用和開發潛力
巨大。
資料圖片

5G＋大數據商機
深圳研對風投提供稅務優惠

全球大力發展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和智慧城市等之
在際，大數據將成為這些領域重要的一環。港企、深圳市前海
專家看深港大數據合作

雲端容災信息技術CEO李德豪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深圳的優
勢十分明顯，5G 建設在全國力拔頭籌，8 月底 5G 網絡實現全覆
蓋，深圳高新技術產業聞名全國甚至全球，智慧城市建設持續推
進，作為一線城市，深圳大數據應用和開發方面也是潛力巨大。

搶佔世界大數據先機
李德豪指，國家支持深圳建大灣區數據中心和數據交易市場，
深圳將會全力推動科研數據交易，這不單是體現數據擁有者的貢
獻和價值，更是大數據科技發展的關鍵。「有了大數據交易，
就能集天下數據於大成。」其帶來的貢獻和科技潛力，遠高於經
濟成果。而「5G＋大數據」帶來效應巨大，機遇把握好了，對
深圳乃至中國帶來全民創富共贏、領先世界大數據發展的先機。
洪為民稱，深圳科技產業發達、大數據人才豐富，目前數據交
易方面仍需深化改革，包括數據確權等，但他認為深圳擁有地方
人大的立法權，能夠出台這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助推深圳建立一
個真正的數據交易中心，從而惠及大灣區其他城市。

前海香港事務
首席聯絡官

洪為民

■ 港企可來深圳使用數據，也可用
這些數據去開發一些系統或進行
研究；

助推灣區科研產業發展

■ 港企使用數據可能會受到限制，
需要政策上作出一些突破；

深圳建大灣區數據中心也利好金融機構。平安銀行媒體部有關
負責人張勇表示，金融業務拓展和風險控制等與大數據息息相
關。目前平安銀行通過自身搭建大數據平台，融合內部信貸數據
及外部工商、徵信、稅務等數據，帶來了巨大的效率提升，減少
客戶經理近80%的手工操作，同時實現超過65%以上標準化授信
業務的自動放款，單筆標準化業務放款處理時長由 5 小時以上降
至 5 分鐘。未來深圳建大數據中心必將促進深圳、香港和廣州等
地的金融和科研產業發展。

■ 香港日後可與深圳大灣區數據中
心合作，建設國際版大數據交易
中心。

港法治優勢促兩地共贏
至於深圳獲批建設大灣區數據中心和交易市場將給香港的機
遇。李德豪認為，深圳數據交易市場將可以吸引香港參與，香港
在自身法治條件下，由沙盒操作到依法實施，都會是根據國際的
標準有效推進，這是香港的優勢。如果能把握好，在國家支持
下，數據科研會帶來豐碩成果；香港可以為深圳數據交易市場引
入國際科研買家，有利 5G 應用和發展。未來深港如果可以匯通
兩地的數據做模型，由國際一級大學運用 AI 或數據科技應用兩
地資料，效應將會是如虎添翼。而香港作為亞太金融中心，具有
很好的金融基礎，香港本身有自己的國際金融體系，對未來交易
中心發展帶來很好的促進作用。
洪為民表示，因深圳緊鄰香港，對於港企來說，深圳建大灣區
數據中心和交易市場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機遇。香港的企業可以來
深圳使用這些數據，也可以用這些數據去開發一些系統或進行研
究，這對於希望拿到內地數據的港企是一個喜訊。不過，港企使
用的數據可能會受到限制，需要政策上作出一些突破。
洪為民建議，香港擁有法治、金融、創科等多方面優勢，未來
可以通過與深圳大灣區數據中心合作，建設一個國際版大數據交
易中心，從而滿足國內外用戶的巨大需求。

深圳市前海
雲端容災
信息技術 CEO

李德豪
■ 香港可以為深圳數據交易市場引
入國際科研買家；
■ 香港作為亞太金融中心，有很好
的金融基礎和國際金融體系，對
未來數據交易中心發展帶來促進
作用；
■ 深港如果可以匯通兩地的數據做
模型，效應將會如虎添翼。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可實時操控自主虛擬人誕生

■數字王國
展示虛擬人
Douglas。
香港文匯報訊 數 字 王 國
（0547）在近期上線的「Intel's AI
Podcast」中首次展示其進階虛擬人
「Douglas」 。 處 於 完 善 階 段 的
Douglas 被譽為世界上最逼真的自
主數碼替身，其擁有與真實人類無
異的面部特徵，更具備變色龍般轉
換外形能力，加速面向消費者群體
的商業化進程。
數字王國虛擬人部門主管 Darren

Hendler 表示，迅
猛迭代的數碼化
手段催生愈發普
及的虛擬助手、
聊天機器人和人
工 智 能 （AI） 驅
動的人機交互體
驗。有別於純語
音的牽引模式，
數字王國選擇將
照片寫實級數碼
替身作為人機交互的載體，Douglas
便是這一突破性嘗試的成果。

照片訓練神經渲染工具
Douglas 由基於數字王國軟件研
發部門高級主管 Doug Roble 打造
的數碼替身演化而來。此前，相關
技術已在構建可實時操控的虛擬
人，以及融入人工智能的面部捕捉
範疇取得諸多成就。為創建 Doug-

las，Doug Roble 進行上百小時的
表演捕捉，包括朗讀書籍以記錄表
情與聲音。數字王國隨後利用多種
光照條件下拍攝的人像照片來訓練
神經渲染工具，依託捕獲的數據，
該工具現能夠提供過往傳統技術無
法達成的逼真水平。與此同時，使
得操控數碼替身的過程越發迅速，
甚至僅借助極少的表情與聲音，例
如時長為 10 分鐘左右的視頻或 30
分鐘左右的音頻，便可精確地模仿
另一個人的行為舉止。
數字王國介紹，除要求數碼替身
面部寫實的特殊形態，Douglas 尤
其適用於重複型任務組成的應用場
景，例如需要多次處理同一問題的
客戶服務領域等。當下版本的
Douglas 可連接至任意虛擬助手或
聊天機器人系統，從而為實時情境
下的人機交互提供虛擬面孔和情感
層面的智能響應。

國家發改委最近公布的 40 個
「首批授權事項清單」中，包
括鼓勵深圳制定促進創業投資
發展的地方性法規和支持深圳
創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業投
資中心等。對此，前海香港事
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表示，目
前深圳正計劃進行風投方面的
立法，從稅收和政策等方面予
以優惠，助力深圳打造國際創
業投資中心。他認為此舉將有
利促進深圳和大灣區的科技創
新和創業發展，提升大灣區科
技產業競爭力。

低稅率增投資者積極性
洪為民表示，目前內地創投存
在多重徵稅的問題，這挫傷了許
多投資者的積極性。此次 40 個

「首批授權事項清單」中有提及
創業投資政策，將會支持深圳進
行地方立法，避免三重徵稅。
他舉例稱，如果一創業投資公
司吸引資金 1 億元（人民幣，下
同），有 10 個股東，一人 1,000
萬元，而該公司是高風險高回報
運營，其投資的科技公司成功上
市，將獲得 5 億元的回報，創投
公司在交納企業所得稅後將獲利
返還給投資者，投資者又要被徵
收企業或者個人所得稅，企業增
值稅是 25%，個人所得稅高達
30%至40%，這容易打擊投資者
積極性。因此，目前深圳正在推
進相關立法，擬調低風投稅率。
「40條有關創業投資帶來很大的
利好，將可以吸引很多風投願意
將總部設在深圳，有利提高其運

港擬設數據隱形交易中心
深圳市前海雲端容災信息技
術 CEO 李德豪表示，其公司自
2018 年開始在貴州推動容災大
數據城，以國家安全為切入
點，以容災為手段，把省級的
數據各自匯集。容災中心不但
可以更好地保護數據，還可成
為機構自身的大數據中心，提
供數據科研。其公司研發的大
數據隱形交易專利技術，憑借
該技術，機構和企業可按數據
要求在黑箱中隱形交易，教授
和科研人員在黑箱中操作加密
數 據 ， 產 出 AI 或 其 他 科 研 成
果，數據限時刪除，同一數據
可重複買賣，為企業機構實現
數據的無限價值。
他表示，作為「首批授權事項
清單」40項之一，深圳將獲批建
大灣區數據中心，在這一「東
風」推動下，大灣區可以看作是

一條創新科技鏈，各城市都有各
自的角色。目前，其公司在香港
正聯合多方，籌備成立「數據隱
形交易中心」。「數據隱形交易
中心」以專利技術將源數據屏
蔽，數據提供者在平台上將數據
隱形後，可以完全放心地完成無
限次交易，還可以把數據無限次
地出售，為企業創造更多收入，
同時也為全球大數據科研提供更
大的空間。

交換數據有利大灣區融合
另一方面，洪為民表示，深圳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
研究論證設立數據交易市場，這
為深港數據合作帶來不少機遇，
但也有很多挑戰，其中一個就是
數據不能過境，而且很重要的是
許多政府的數據，包括公共服務
的一些數據如交通、出入境、海

心，為國內外用戶提供交易服務。圖為深圳市區。 資料圖片
業界認為香港可與深圳合作建設一個國際版大數據交易中
▼

批授權事項清單」中包括：支持深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行效率，有力地促進深圳科創業
發展。」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
宏表示，創新、創業、創投是深
圳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三大支撐，
缺一不可。40項「首批授權事項
清單」針對目前內地創投行業的
跨境合作、註冊備案、日常監管
等給予了改革授權，對深圳在內
地率先推動創投行業快速健康發
展具有重要意義。
據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公
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8 月，
深圳市共有 4,492 家私募基金管
理人，管理基金規模1.9萬億元，
居全國第二位，僅次於上海。國
家支持深圳打造國際創業投資中
心，既有利於私募股權行業發
展，拓寬創業投資資金來源和市
場化退出渠道，也將積極促進深
圳乃至大灣區高新產業發展。

關、食品安全等，這些數據如果
能夠在一個可控的情況下作為交
換，就可以把整個深港的數據交
換提上日程。作為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和深圳現任政協委員，洪為
民很久前就向深圳政協提出建
議，以食品安全為契機，建立一
個深港大數據交換的平台，通過
數據交換，在指標不同的要求
下，也可以同時放行。
他稱，香港與內地對於隱私
保護的要求並不一樣，個人保
護和對數據安全的要求也非常
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涉及到
數據的跨境使用，確實有很多
在法律層面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深港之間在海關、貿易、食
品等擁有大量的關聯數據，在
數據共享和共同利用方面可以
積極推動合作。深圳率先建大
灣區數據中心，將來與港澳及
大灣區其他 8 個城市一些數據可
以實現共享和共同利用，這有
利大灣區融合發展。

眾央行推動數字貨幣高峰
香港文匯報訊 央行數字貨幣發展之勢方興未
艾。畢馬威近期聯合The Block Research等機構共同
發布《全球央行數字貨幣概覽》的報告顯示，隨着技
術格局的發展，數字金融創新不斷深化，數字貨幣及
支付系統的創新影響受到世界各地的財政和金融當局
的密切關注。國際清算銀行在 2019 年進行的一項調
查發現，受訪的央行中有近 80%開展全面的央行數
字貨幣研究工作，並進行各種水平的試驗。各國央行
的積極探索和實驗將數字貨幣的發展推向高峰。

貨幣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批發型用例，反映全球央行
合作開展探索性試點項目來測試央行數字貨幣批發
型用例的廣泛趨勢。」這些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項
目中有許多涉及私營部門發行的批發型代幣化法定
貨幣的潛在應用，而不是央行發行的數字代幣的潛
在應用。在試驗的其他階段，央行的重點在於測試
技術的獨特方面，而不是對央行貨幣進行代幣化。
央行進行的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和基於分布式賬本
技術的結算試驗項目本質上仍是高度探索性。

近 80％央行展開研究工作

中國成最大移動支付市場

畢馬威亞太區金融服務業主管合夥人李世民表示，
從2015年起，眾多央行就一直在公眾視線之外進行央
行數字貨幣研究和試驗，而數字資產行業的最新發展
更是激起公眾的興趣，並加快政府工作的速度。國際
清算銀行在2019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受訪的央行
中有近80％開展全面的央行數字貨幣研究工作，並進
行各種水平的試驗，數字貨幣的發展迎來高峰。
畢馬威中國金融服務業審計主管合夥人陳少東則
提到，香港金管局和泰國銀行發起的一項聯合計劃
Inthanon-LionRock。「這一計劃旨在探索央行數字

畢馬威中國銀行業主管合夥人史劍分析中國數字
貨幣電子支付系統，中國的數字貨幣電子支付可以
說是各經濟體中最深入的央行數字貨幣試驗。中國
人民銀行於 2014 年啟動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C/
EP）研究。相關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
移動支付市場，活躍用戶超過 10 億，智能手機用戶
的總滲透率接近 95%。在移動支付領域，支付寶和
騰訊兩大巨頭共佔據超過 90%市場份額。從這個角
度來看，DC/EP 的研究發展或許將給中國移動支付
領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生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