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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環境料持續 看好理財業務前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港匯一直持續徘徊在強方兌換保證，本港銀行體系結

餘亦持續在高位，惟市場仍不時傳出有走資潮。渣打

（2888）香港區行政總裁禤惠儀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香

港作為一個資本中心，不少資金都正泊於香港，故間中有

資金流出流入香港是非常正常，她強調若香港能繼續保持

優勢，未來吸引流動資金來港的能力仍然很強。她同時預

料今年低息環境仍會持續，理財業務前景看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蔡競文）數碼港
獲財庫局委託推出的
「拍住上」金融科技
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
劃，上周五(2月26日)
起接受申請，每個獲
批的項目可獲最多10
萬元資助，而涉及跨
金融界別或跨境應用
等更複雜及廣泛應用
領域的測試項目，則
最多可獲 15 萬元資
助。政府已為計劃預
留 1,000 萬元。計劃
首階段申請將於今年
4月30日截止，第二
階段申請將於今年5

月10日開始至6月30日。

數碼港：金融業科企合作雙贏
有關資助計劃期望藉此推動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保險公

司、證券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與金融科技企業，包括初創
企業合作，就創新金融服務產品進行概念驗證測試
(Proof-of-concept)。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指出，數碼港一直致力推動本港金融
科技發展，社群內有超過380間金融科技公司及初創，並且與
金融業內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了解行業發展的需要以及當中
痛點。「拍住上」計劃鼓勵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企業及初創合
作，並提供有用數據和技術支援，締造雙贏。

許正宇：金融創新注新動力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亦鼓勵金融服務業界積極參與「拍住上」

計劃，他認為，結合金融科技企業的尖端科技及創新意念，以
及金融機構的實戰經驗，可為香港的金融創新注入新動力。
數碼港指出，計劃支持的項目，必須由金融科技企業，夥拍
受金管局、證監會、保監局及 / 或積金局監管的金融機構進
行，以測試創新及切實可行的金融科技應用項目。而提出的概
念驗證測試必須符合三項條件︰1，與指定的金融科技領域直
接相關；2，能應用於金融行業實際操作或處理金融業的經營
痛點，而市場上未有同樣案例；3，具原創性及強大的商業應
用潛力。有興趣的金融機構及金融科技企業，可以登入數碼港
為「拍住上」計劃而設的專頁了解詳情及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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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景信稱，有關計劃將為金融機構
提供誘因與金融科技企業，包括初創公
司合作，締造雙贏。

內地PMI遜預期 港股料續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上周五跌
逾千點的港股在外圍喘定，ADR港股比例
指數報29,122點升141點，但昨日國家統計
局發布2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為50.6，較上月的51.3為低，亦較市場預
期的51為低；分析員普遍看淡後市，認為
雖然兩會即將召開，市場對其有憧憬，但
由於外圍股市表現疲軟，預料恒指尚未完
成調整，後市或有機會跌至約28,300點。
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數個別發展，道指下
跌469點，收報30,932點，標普與納指分
別跌18點及升72點。ADR港股比例指數
則收報29,122點，升141點。在美上市的
恒指成份股個別發展。其中，騰訊（0700）
ADR折合報676.36港元，升2.09%；小米
（1810）ADR 折 合 報 25.84 港 元 ， 升
2.15%；美團（3690）ADR折合報350.55港
元，升3.1%；阿里巴巴（9988）ADR折合

報 230.52 港元，跌 0.81%；滙控（0005）
ADR折合報46.09港元，跌2.56%。

外圍疲軟 後市下望28300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兩會即將召
開，市場憧憬到時將有政策出台，支持不
同行業發展，惟他認為單是兩會召開這項
正面因素，不足於支持港股大升。相反，
由於近日外圍股市表現疲軟，恒指上周五
因而跌逾千點，且昨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
據差過市場預期，為後市表現帶來壓力，
故認為現時難言恒指已經完成調整。展望
後市，恒指或會進一步下跌，較大的支持
位在28,300點至28,600點。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昨則

表示，近日恒指走勢疲軟，加上美國時間
上周五道指與標普下跌，短期內恒指或有

機會進一步下跌，較大支持位在1月29日
的低位，即約28,259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中信証券
（6030）上周五於收市後發表公告，建議
A+H供股集資不多於280億元人民幣，每
10股供不多於1.5股，A股及H股的供股比
例相同。供股股份不超過約19.39億股，其

中A股供股股份不多於約15.97億股，H股
供股股份不多於近3.42億股。供股價格採
用市價折扣法確定，最終供股價格由股東
大會、A股及H股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在發行
前，根據市況與承銷商協商確定。

中信証券是次供股的集資淨額，擬用於
發展資本中介業務、增加對子公司的投
入、加強信息系統建設及補充其他營運資
金。
該股上周五收報16.72元，跌2.79%。

信証擬A+H供股最多籌280億

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近日明顯上升，惟本港拆息仍在低位徘徊。禤惠
儀表示，外地不少政府都正聚焦如何令經濟復甦，所以不少主要國家

財政刺激措施都是支持經濟的，因此她認為港銀同業拆息（Hibor）有上落
並不出奇，但未來一兩年Hibor料仍然會維持較低的水平，她亦預期在短期
內見到一個長遠加息的機會低於息口整體維持低水平。

港作超級聯繫人角色正深化
禤惠儀重申，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與內地及其他國家的超級聯

繫人角色亦正在深化中，而未來一些大灣區內的企業或科技公司等都有機
會來港進行融資集資等，另外香港也是資本中心，不少資金都正泊於香
港，因此間中有資金出入是非常正常，她亦認為香港若繼續保持優勢，未
來吸引流動資金來港的能力仍然很強，由於短期內資金料仍會繼續流入香
港，因此息口料會維持相若水平。
金管局上周五公布的本港1月份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上升9.8%，當中港
元存款及外幣存款分別上升18.6%及1.0%；香港人民幣存款上升10.5%。

渣打今年港區業務冀正增長
渣打集團上周放榜，香港在內的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貢獻集團稅前基本溢

利逾8成，該行業績中表示，今年首幾個星期，有信心業務已步入正軌，其
中金融市場及財富管理業務均表現強勁。禤惠儀表示，去年該行優先私人
理財的客戶和管理資產總值均錄得雙位數字增長，未來會繼續優化分行網
絡、精準細化客戶群，相信今年全年香港區業務會有正增長。
而本港市民正分階段接種疫苗，禤惠儀表示，如果疫苗接種順利，令本

港下半年表現好過上半年的話，料今年本港GDP有3%至4%增長，她坦言
雖然面對壓力較大，但在經濟逐步恢復增長下，希望對於貸款增長、整體
投資意慾、企業生意等都有改善，希望今年香港區業務有正增長，或與本
港今年經濟增長步伐一致。

大灣區潛力巨 部署迎理財通
禤惠儀又看好大灣區的增長前景，她認為大灣區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極具潛

力、富裕的地區，加上銀行業等都正在部署有關跨境理財通的開通，另外亞洲
區作為經濟復甦引擎，區內簽署了不少新協議，包括中歐達成投資協議等。
渣打香港早前在K11 ATELIER Victoria Dockside，開設本港首間渣打優
先私人理財中心，以提升優先私人理財客戶的服務體驗，專為資產管理總
值達800萬港元或以上的高資產淨值客戶而設，中心總樓面面積超過8,800
平方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疫情爆發逾
一年，不少公司疫情期間都曾推行「在家工
作（WFH)」模式，渣打（2888）香港區行政
總裁禤惠儀表示，企業以混合工作模式已成
大勢所趨，因此該行正研究如何實行結合虛
擬和實體辦公室的混合工作模式，令員工在
工作形式和地點上更多靈活，而未來亦會繼
續優化分行網絡。
渣打去年底宣布，由今年初開始，集團旗

下9個市場的員工將可以正式申請靈活工作
模式安排， 包括香港、英國、美國、新加
坡、阿聯酋，以及在波蘭、馬來西亞、中國
內地和印度的環球商業服務中心，其餘階段
則會在今年第4季和明年中推出，第二和第
三階段所涉及的市場將有待落實。

渣打將重新組合中後台員工
禤惠儀透露，該行正研究應如何落實有關

措施，因為措施對不同員工都有不同影響，
因此並不能夠一刀切地落實，如措施對前線
員工影響相對不大，主因前線員工經常要接
觸客人，而比較受影響的是中後台同事，而
如何重新組合中後台同事將會成為今年的重
要任務，而現時該行正訓練領袖等，令措施
落實時可以更流暢。
而近年客戶使用銀行服務習慣改變，更多

傾向使用電子渠道服務。禤惠儀表示，近年
香港分行維持在70多間左右，而該行亦持續
檢視及優化分行網絡，她亦提到，留意到就
算少了客戶前往分行進行交易，期內來自財
富管理收入不減反增，因此該行除了優化分
行網絡，亦正精準細分客戶。

優化分行網絡 精準細分客戶
問到香港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減少，會不

會對該行構成壓力，禤惠儀指根據以往經
驗，以往有不少優先理財客戶都是先使用信
用卡等服務，而不同時代都有不同客戶群，
而年輕客戶日後都會成長而有不同理財需
求，因此該行冀更精細化客戶層，冀配合不
同需求。

Mox存款續增 將推信用卡
另外，由渣打香港牽頭組成的虛銀Mox在
2月中時，曾披露開業首5個月營運數據，期
內錄得8萬名客戶，而截至去年12月底，該
存款總額已升至51億港元。禤惠儀指，Mox
整個配套是希望由新業務模式推行，而隨着
吸納更多客人，Mox存款數字一直有增長，
她亦透露，Mox即將推出信用卡，料將於今
年第2季、第3季發布新消息，至於其他產品
計劃亦在預算內，不過暫未有具體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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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混合工作模式成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消息，螞蟻集團
正與新成立的消費金融部門的其他股東洽
商，提高該部門資本金，同時準備將利潤
豐厚的小額貸款業務併入該部門。消息人
士稱，為滿足監管要求，該部門還需要300
億元人民幣的資本金。
消息人士指出，螞蟻準備將其小額貸款
業務的大部分－相當於近1萬億元人民幣

的未償還貸款－併入該部門，此舉將使螞
蟻維持全國範圍內的業務，並更加容易擴
張。

小額貸款業務將併入
螞蟻有兩個獲利豐厚的小額貸款業務：

花唄和借唄。他們的總部均在重慶，佔螞
蟻信貸業務的主要部分。信貸業務在2020

年上半年佔到了螞蟻集團營收的近40%。
將小額貸款業務併入消費金融部門的另

一個主要好處是，消費金融公司的貸款金
額可以達到註冊資本金的10倍，而網絡小
額貸款公司的槓桿比率只能在兩到三倍。
消息人士表示，這家新的消費金融公司

名為重慶螞蟻消費金融有限公司，成立於
2020年8月，但仍未獲得消費金融牌照。
消息人士說，必須要完全符合資本充足率
規定，監管機構才會考慮批准推出這項業
務。

螞蟻傳提高消費金融部門資本金

渣打禤惠儀： ●● 禤惠儀認為禤惠儀認為，，
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中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中
心心，，不少資金都正泊於不少資金都正泊於
香港香港，，有資金流出流入有資金流出流入
非常正常非常正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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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市場短期留意事項
●北水流入規模會否維持較高水平
●內地本月召開兩會
●恒指公司公布恒指改革方案，藍籌股
數目將由現在的52隻，大增至65隻
或80隻

●香港與環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發展
●內地公布財新製造業與服務業PMI數
據

●美國公布製造業與服務業PMI數據
●美國公布外貿與失業率數據
●歐元區公布零售銷售與失業率數據

製表：記者 岑健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