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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視察香港一周年之施政篇

香 港 回 歸 21 周 年

吸新經濟企業
港股再添動力

■ 去年 7 月 1 日 ， 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香港會見剛剛就職的特
首林鄭月娥。
首林鄭月娥
。

特首積極推動 上市新制順利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香港過去在推動

開始實施新的上市制度，吸引了小米等多家“新經

創新、創科和創業上，多次被指起步較遲，國家主

濟”企業赴港上市，香港的金融科技亦有長足發

席習近平去年在港視察時，指示香港要創新創業，

展。業界指出，林鄭發展香港創新產業的取態較以

開發新的增長點。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一年以

往的特首更積極，正漸漸改變港股過去偏重金融、

來，在推動“三創”方面急起直追，港交所今年4月

地產等“舊經濟”的結構，為港股注入新活力。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積極落實習主席的
“吸引各方投資和人才、促進本地

張華峰：港競爭力將可大升

業界普遍認為，新制度的落實以及
順利推行，與特首的支持密切相關。金
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表示，過去港府在
金融業發展上，都採取讓市場自然發展
的做法，也只強調監管，間接令阿里巴
巴未能赴港上市。但近年其他地區的金
融市場，都得到當地政府的扶持，從而
提升了競爭力。
相比之下，林鄭月娥甫上任，便即
請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委任 10 位金
融領導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立即推動
港交所改革上市規則，以採取更積極、
進取的態度去推動香港金融業。張華峰
認為，這將有助香港市場繼續長足發
展、面對未來挑戰。
林鄭曾指出，金融發展很重要，對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訪阿里杭州總部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訪阿里杭州總部，
，
與阿里巴巴主席馬雲交流，
與阿里巴巴主席馬雲交流
，被視為爭取阿
里旗下螞蟻金服赴港上市打氣。
里旗下螞蟻金服赴港上市打氣
。 資料圖片
於錯過阿里在港上市，一直有意見。她
曾親訪阿里杭州總部，與阿里巴巴主席
馬雲交流，被視為爭取阿里旗下螞蟻金
服赴港上市打氣。

許繹彬：林鄭出馬增號召力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坦言，林
鄭月娥最令市場驚喜的是，親自向馬雲
提出“想阿里赴港上市”的意願，這是
以往的特首都沒有的積極。雖然馬雲未
有對此直接承諾，但稱會認真考慮。他
認為，新任特首的進取形象，正可以給
予有興趣上市的“新經濟”企業更多的
信心，因為香港是真正歡迎他們赴港上
市，有助更多“新經濟”企業願意選擇
香港。

龐寶林：獨角獸赴港勢大增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指

出，即使好事多磨，但“同股不同權”
最終能如願在 4 月底推出，相信在吸引
各類科技巨企，尤其是金融科技巨企上
市上，具有一定優勢。他說，全球每年
有不少超過 10 億美元市值的科技“獨角
獸”巨企誕生。自 2014 年起，獨角獸企
業大幅增長，在 2015 年共誕生 81 家，
而 2017 年仍有 57 家誕生。根據美國創
投研究機構資料，現時全球“獨角獸”
一半屬中國企業，普羅大眾均未必知悉
這些科技巨企的名字，如 51 信用卡、拉
卡拉、宜信財富、大道金融、點融網
等。
故他相信，香港容許“同股不同
權”企業在主板上市，勢將吸引這類中
國金融科技“獨角獸”選擇赴港上市，
從而有助改變港股過分偏重金融、地產
等“舊經濟”結構，為港股注入新的增
長動力。

促金融科技 港金管局與時並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為推
動香港邁向智慧銀行新紀元，香港金融
管理局於去年 9 月起陸續推出一系列舉
措，包括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升級版，逐
步落實快速支付系統，加強與其他地區
的金融科技合作，以及培育金融科技人
才等。

工具的牌照，料於今年 9 月推出快速支
付系統，讓個人或商戶使用不同的電子
錢包，或者在不同銀行開設戶口，都可
以 24 小時即時互相支付或者調撥資金。
首階段約有 20 間銀行和 8 間電子錢包營
運商參與提供服務，銀行傾向不會向個
人即時的轉賬服務收費。

金管局由 2016 年 9 月推出金融科技
監管沙盒，讓銀行和科技公司在推出新
金融產品前進行測試。香港特首林鄭月
娥上任後，金管局去年 11 月將沙盒升級
至 2.0，新增聊天室功能，科技公司毋須
經過銀行，可直接通過聊天室與金管局
溝通。截至今年 4 月底，共有 32 項新科
技產品使用沙盒進行試行。其中 22 項試
行業已完成，當中 15 項來自應用程式介
面 (API)、 經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發 放 通 知 服
務、網上開設銀行賬戶等項目，7 項生
物認證等。
去年金管局已發出了 16 個儲值支付

另外，金管局會在金融科技發展方
面加強與其他地區有關當局合作，當中
最新的工作包括與深圳市政府金融發展
服務辦公室的合作。金管局亦正與香港
銀行合作開發分佈式分類賬技術貿易融
資平台，以加快貿易融資運作的數碼
化，並與新加坡當局商討合作，連接兩
地貿易平台。

藉沙盒減新金融產品風險

加快貿易融資運作數碼化

加強培育港金融科技人才

在提升科研及人才培訓方面，金管
局於 1 月底公佈推出金融科技人才培育
計劃升級版(FCAS 2.0)，加強培育香港

■金管局 1 月底公佈推出金融科技人
才培育計劃升級版，加強培育香港金
融科技人才。
資料圖片
金融科技人才。金管局將與應科院、數
碼港和科技園合作，提供 4 個不同金融
科技人才培育項目，當中包括暑假創業
營、深圳暑期實習計劃、“空檔年”全
職實習計劃及畢業生計劃，料今年將培
育不少於 260 個人才，希望在未來 5 年
培育 500 至 1,000 名金融科技專才。

促進本地創新創業，
開發新的增長點，續寫獅
子山下發展新故事、繁榮
新傳奇！

小米打頭陣 不同權新股料將湧現

創新創業”的重要指示，上任後不僅直
接“招商”，兩次親邀阿里巴巴回港上
市，還積極扶持“獨角獸”企業以及引
進跨國“新經濟企業”赴港掛牌。在林
鄭的支持下，港交所今年 4 月開始實施
新的上市制度，這個市場稱為香港繼
1993 年引入 H 股赴港上市後，上市規則
最大的改革，終可在港落實。
在新的上市制度下，未有收益或盈
利記錄的生物科技公司、擁有同股不同
權架構的高增長的創新產業公司，都可
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此外，已在境外
上市的合資格公司，也可在港交所作第
二上市。新制度實施至今約兩個月，已
經收到好幾家來自內地“獨角獸”企業
的上市申請，其中包括正在招股的內地
智能手機公司小米。

習主席金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同股不同權”的落實，大大提升
了港股的市場競爭力，預計將會吸
引到包括新浪在內的眾多知名企業
赴港上市。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
彬指出，香港已公佈了“同股不同
權”公司的上市新規，投行需要約
半年時間去了解具體細則，時間大
約是今年秋季，如果屆時市況回
暖，加上資金鏈沒有現在般緊，相
信有關計劃便可啟動。
許繹彬表示，目前的市況仍有
諸多不明朗因素，包括國際貿易摩
擦、息口問題，以及世界盃賽事期
間市況例淡，他認識的很多投行界
人士，都尚在觀察階段。不過當這
些因素被淡化或過去後，IPO 便有望
重新活躍，時間很大可能就是本年
第三季。

新浪網傳末季赴港第二上市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正
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新浪網，計
劃赴港第二上市，現時正與顧問洽
商，有可能的時間為今年第四季，
目前尚未確定發行股份的規模。新
浪目前持有微博約 46%股權，市值
約 65 億美元。該公司大部分收入來
自新聞網站及微博上的廣告。雖然
截至目前新浪對此未予置評，但新
浪很有可能是首家在港作二次上市
的“新經濟股”，對港股有特別的
意義。
至於“同股不同權”的 IPO 方
面，除了小米將成為首家以不同股
權形式上市的港股外，本地網貸平
台營運商 WeLab，則有望成為首家
“同股不同權”的港資上市企業。
據報，WeLab 已委託至少 3 間投行，
擔任上市安排行，並考慮以“同股
不同權”形式在港上市，有望成為
首間港產不同股權企業，並最快於
下半年掛牌。TOM 集團、阿里巴巴
創業者基金及紅杉資本等，均有份
投資 WeLab。

WeLab 或成首家不同權港企

報道指，WeLab 已委任包括摩
根士丹利在內至少 3 間投行，助其於
香港上市，並可在未來數月內遞交上市申請，
集資規模未定。據 WeLab 去年公佈，該公司自
2013 年營運以來，已處理借貸金額高達 280 億
美元，用戶人數逾 2,500 萬。
WeLab 在去年 11 月，曾完成了新一輪的股
權及債務戰略融資，共籌得 2.2 億美元資金。
當時市場估計，WeLab 的市值已攀升至 10 億美
元，符合了“獨角獸”企業的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