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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

院長林晨昨天出席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主辦的「粵港

澳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

時，在會上提出，金融科

技可以改善內地中小企融

資困難的問題，例如最近

港大與內地的最大金融機

構合作，製作一個動態的

信用模型，有助降低中小

企的債務違約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周曉菁

林晨：金融科技助內地中小企融資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辦「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

林晨指出，中小企業對內地經濟增長很
重要，但往往面對融資困難。中小企

缺乏在銀行授信中講的硬信息，像財務報
表和抵押品項目，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金
融業非常發達的國家，中小企業往往也是
依靠軟信息，但在以前軟信息是沒法批量
化去生成和處理的，因為可能基於一個信
貸員跟一個中小企業長期的互相認識跟信
任。現在所謂的金融科技所做的事情，就
是想辦法讓這些軟信息達到批量化。他
說，以港大與內地金融機構合作研發的動
態信用模型為例，則可利用機器學習模型
應用，並可以對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行業
的宏觀景氣進行實時追蹤，提升風控效
率。

建包含互聯網服務器數據庫
林晨續指，內地高峰期大約有4,000多
個P2P平台，去年基本上已「清零」。
他建議，首先要建立一個非常好的數據
庫，該數據庫不僅僅應該是包含銀行的
信貸信息，而且應該包含互聯網的一些

服務器，互聯網上的一些數據，包括互
聯網借貸等；第二，要對中心數據庫的
使用權做一個非常明確的界定，因有些
信息可能是個人非常敏感的信息，那麼
要經過他個人同意才使用，「即是說如
果在不在乎個人隱私的情況之下，你可
能會享受到一個更低廉的融資成本。但
如果不願意提供的話，可能就是相對成
本要高一點。」第三，要建立什麼樣的
企業能夠使用，如果不能夠使用這些數
據的一些企業的話，它實際上是沒有自
己的風控能力。

賈紅睿：銀行需積極轉型創新
作為傳統金融機構的代表，浦銀國際行

政總裁賈紅睿表示，銀行只有積極向開放
銀行轉型，才能在同業競爭中力爭上游。
他舉例指，在零售業務端，浦發行正逐漸
線上化、場景化，探索有效實現市場穿
透、客戶下沉的經營方式；在企業業務
端，則能主動進行產業互聯網創新，如在
企業主動提出企業貸款前，銀行就能通過

上下游數據和企業自身現金流，提前預判
其潛在貸款需求，第一時間進行接洽，實
現主動營銷。
賈紅睿認為，以銀行為主導的開放銀行

是一個相對平衡的選擇，改變被動的角
色，主動適應監管的要求，擁抱創新，擁
抱各類場景，在場景中進行獲客、充實數
據資產、進行產品創新等。
「粵港澳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由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大公文匯財經公
關集團承辦，意在攜手大灣區政、商、
學界以及其他各界有影響力的個人、團
體、組織及機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
融相關領域人才之間的交流，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的繁榮發展。出席是次活動的
嘉賓，包括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林
晨，浦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青年與人才委員會
副主任賈紅睿，香港投資推廣署金融科
技主管梁瀚璟，以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副總經理、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
集團執行董事兼總裁姜增和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投資
推廣署金融科技主管梁瀚璟昨出席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舉辦的「粵港澳大灣
區系列財經沙龍」時介紹，香港擁有
繁榮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也是環球
金融科技企業上市的理想地點，投推
署去年啟動全球Fast Track計劃，幫
助更多金融科技公司拓展業務的同
時，亦能加速本地的金融科技創新。
梁瀚璟指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除了擁有上千間銀行、保險、資管
公司外，亦有600多間金融科技公司，
其中66%看中了香港B2B的機遇。傳
統金融業亦與時俱進，86%的本地銀行
已引用金融科技，香港在全球引用金融
科技應用的發達城市中排名第五。
依賴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梁瀚

璟建議，香港金融科技初創企業應把
握大灣區和「十四五」規劃下的發展

機遇，享受區內多元司法制度、金融
監管、專業知識的整合平台，積極融
入大灣區的金融互聯互通，助香港成
為國際金融科技樞紐。

全球Fast Track計劃月中啟動
他在講話中重點介紹了投推署的全

球Fast Track計劃，今年的計劃將在
本月中旬啟動，邀請保險科技、零
售、數字資產、支付等領域的金融科
技企業參與，獲選的公司將有機會向
金管局、港交所等機構和企業展示
B2B金融科技解決方案，更有機會拓
展香港市場，建立業務。
據悉，2020年申請全球Fast Track計

劃的金融科技公司達500餘間，最後在
60多位的商業計劃比賽決賽中選出最後
7位入圍者。合資格公司可申請落地支
援，獲得高達100萬美元的投資承諾。

投推署籲港初創積極融入灣區

●港交所宣布，就在港上市的固定收益ETF
及貨幣市場ETF推出費用寬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
（0388）在去年10月與深交所達成首批ETF
互掛後，本港的ETF互掛再有突破。昨日南
方東英和內地華泰柏瑞合作互掛ETF，達成
本港與上海市場的ETF互掛。
南方東英昨宣布，南方東英華泰柏瑞中證光
伏產業ETF（3134）今日在港交所掛牌，通過
QFII接資在滬交所上市的華泰柏瑞中證光伏產
業ETF。南方東英華泰柏瑞中證光伏產業ETF
今日開始交易，上市起始價格約為每股8港
元，每手交易為100股，管理費為0.99%，成
立以來，已獲5,300萬元人民幣的初始投資。
投資於南方東英在港交所上市的ETF─

南方東英恒生科技指數ETF（3033）的聯接
ETF，今日也在滬交所上市。聯接ETF已募
集了11.7億元人民幣，並預計上市日前流入
南方東英恒生科技指數ETF，進一步擴大整
體規模。南方東英恒生科技指數ETF現時的
資產規模突破100億港元。

港交所寬免兩項ETF費用
另外，港交所宣布，就在港上市的固定收益
ETF及貨幣市場ETF推出兩項新的費用寬免，以
拓寬本港ETF市場的產品種類，為投資者提供更
多選擇，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ETF中心。
港交所交易所買賣產品主管羅博仁說，港

交所一直致力優化香港的ETF市場架構，提
升香港上市ETF的流動性。新措施預期可幫
助投資者減少在買賣固定收益ETF，以及貨
幣市場ETF時的交易成本。鑑於投資者近年
對內地固定收益產品的需求增長強勁，該所
相信，現在是推出費用寬免的好時機。
由昨天起，固定收益ETF及貨幣市場ETF

的交易收費將獲寬免，包括0.5元的交易系統
使用費、中央結算系統的結算費，以及兩邊買
賣雙方應付的最低股份交收費用。截至上周
五，本港共有29隻固定收益ETF及貨幣市場
ETF，合資格獲得上述費用寬免。香港ETF市
場目前是亞洲最大ETF市場之一，在今年首4
個月，香港上市ETF和槓桿及反向產品的市
值為4,040億元，日均成交額為78億元。

香港與上海今實現ETF互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內地5月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微降0.1
個百分點至51，遜市場預期，景氣度
則高於2019年和2020年同期；非製
造業PMI繼續回升至年內次高位的
55.2，升0.3個百分點，表明經濟仍保
持平穩恢復態勢。不過，主要原材料
購進價格指數和出廠價格指數創近年
新高，原材料價格過快上漲到影響凸
顯，市場需求增速放緩，行業成本壓
力加大，小型企業困難增加。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5
月份PMI指數繼續下降，但降幅明顯
收窄，繼續保持在榮枯線以上，表明
經濟仍保持平穩恢復態勢。

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顯現
數據顯示，受經濟持續回升帶動，

製造業生產擴張加快，生產指數較上
月上升0.5個百分點至52.7。同時，價
格指數升至近年新高，5月主要原材
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廠價格指數分別
錄得72.8%和60.6%，高於4月5.9個

和3.3個百分點。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
析師文韜表示，企業對原材料價格上
升感受強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
業比重較上月上升 3 個百分點至
64.8，創歷史新高。
由於上游原材料價格上漲，且漲

勢加快，其影響逐漸顯現，市場需
求增速回落，新訂單指數下降，新
出口訂單指數更降至榮枯線下。文
韜指，產業鏈上游的基礎原材料行
業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並向中下
游傳遞。基礎原材料行業購進價格
指數高於出廠價格指數8個百分點左
右，裝備製造業、高技術製造業和
消費品行業的購進價格指數較出廠
價格指數均高出10個百分點以上，
表明行業成本壓力普遍較快上升，
利潤空間壓縮。
成本壓力的傳導在非製造業PMI亦

有體現。其中，投入品價格指數較上
月上升2.8個百分點至57.7，創年內新
高，表明上游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
的壓力開始向下游行業傳導。企業調
查顯示，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業比

重升至22%，同樣創出年內新高。
原材料價格上漲對小企業的衝擊更

大。最新數據顯示，5月小型製造業
企業PMI下降2個百分點至48.8，在
連續2個月擴張之後再次回到萎縮區
間。張立群認為，小型企業PMI指數
明顯低於大中型企業，且處於榮枯線
以下的情況，反映經濟恢復的全面
性、整體性仍然不夠。要進一步抓好
擴大內需的各項工作，着力增強宏觀
經濟政策逆周期調節的關鍵作用，加
快夯實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基礎。

上月內地PMI降至51 遜市場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新批
通脹掛鈎債券（iBond 8）今起接受認
購，由於保底息率維持2厘，意味每手
1萬元、揸3年至少穩袋600元息，較現
時普遍不足0.5厘的港元存款息率更為
吸引。銀行券商出動多招競相吸客。
包括滙豐、恒生、渣打、東亞、花

旗、交通銀行等多家銀行都豁免認購手
續費、託管費、代收利息費和到期贖回
債券費等，當中又以恒生、工銀亞洲、
招商永隆提供較多重優惠。不過投資者
事前宜了解清楚優惠細節，因部分銀行
只提供限時豁免相關費用優惠，或只適
用於符合指定資格的客戶。

信誠推保底回購計劃
券商推廣力度普遍更大，其中耀才

為認購iBond提供「11免」，為券商

內最多豁免優惠，新開戶更可獲贈20
股盈富及10股滙豐，總市值約1,081
元。近年力拓本港市場的富途除提供
認購iBond「10免」費用外，全新客
戶指定期內在該行進行認購，可獲一
股蘋果迎新優惠，市值約124.6美元
（約972港元）。
亦有券商提供免息孖展優惠，其中

信誠證券提供 100%孖展、利息全
免，同時推出保底回購計劃，客戶可
以回購價向該公司沽出獲派股數，今
年更新增保底價102.8元回購，保底
價與回購價比較以高者為準。

首日沽4手最多可賺2681元
抽iBond應抽幾多手為佳？參考上

一期共錄45.6萬人申購，最終發行額
加碼至150億元，每人最多獲派4手，

認購3手或以下則獲全額分派。由於
今年發行額有機會加至200億元，如
果申購人數不變，意味每人可獲分派
手數有機會增加。
參考上一期iBond首日上市曾高見

104元，若投資者希望上市當日即日
獲利，每手可賺400元，若獲分派3手
料可賺1,200元、獲派4手料賺1,600
元，若加上耀才新開戶優惠，不計其
他手續費，首日盡沽4手iBond連同迎
新優惠有機會賺2,681元。
今批 iBond認購期為6月1日至11
日，債券為期3年，每6個月派息一
次。值得留意的是，雖然是次保底息
率維持2厘，但由於市場預期通脹會
升溫，明年有可能升至2.5%，由於
iBond浮息機制是與通脹率掛鈎，意
味日後派息率有機會高於2厘。

iBond 8今起認購 券商送千元股票吸客

▲浦銀國際行政總裁賈紅睿（左二）、香港大公文匯財經公關集團執行
董事兼總裁姜增和（中）、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林晨（右二）及投資推
廣署金融科技主管梁瀚璟（右一）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粵港澳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由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大公文匯
財經公關集團承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近期市況不
明朗，多隻新股上市首日股價即潛水，中原
建業（9982）昨首掛即破發，收報2.64元，
較招股價3元低12%，一手2,000股不計手續
費賬面蝕720元。中原建業首席財務官馬成
表示，公司原計劃以介紹形式上市，但由於
監管規定未能正式路演，為讓投資者更了解
行業情況，所以改作公開發售，定價已留有
空間。

時代天使科技周四起招股
外電引述市場消息指，內地隱形矯治解決
方案提供商時代天使科技暫定於本周四（6月
3日）起招股，計劃集資3億美元（約23.3億
港元）。時代天使科技成立於2003年，主要
研發口腔隱形矯正技術、生產及銷售隱形矯
正器。

此外，已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的A股貝達
藥業（300558.SZ）已通過聯交所上市聆訊，
市傳貝達藥業計劃集資10億美元（約77.5億
港元）。貝達藥業於2003年創立，為專注於
創新藥開發、生產及商業化的生物製藥公
司，並主要針對肺癌的創新藥物，目前已將
管線產品擴展至其他各種惡性腫瘤。

愛回收擬紐交所申請上市
內地電子產品回收平台「愛回收」已向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遞交文件，申請
在紐交所上市，初步預計集資1億美元。京
東（9618）是愛回收最大股東，持有約
34.7%股權。愛回收為內地最大的二手消費電
子產品交易和服務平台，提供手機、電腦、
筆記本、相機及其他電子產品回收業務，再
在網站重新出售。

中原建業首日掛牌潛水12%

●受經濟持續回升帶動，內地製造業
生產擴張加快。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