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了解到，專才計劃是為了助力
大灣區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科技
「高地」，由深港澳三地監管部門充分

協商，在借鑒國際CFA金融特許資格考
試體系經驗的基礎上，依託協會和科研
院校，在三地推行的金融科技人才培養
機制。

緊跟潮流儲備複合型人才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民表

示，金融科技迅猛發展，但目前還沒有
人才標準，專才計劃將填補金融科技人
才認證的國際空白，同時也將促進粵港
澳大灣區金融合作。

在專才計劃發布儀式上，資本市場
學院副理事長、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
副主任唐傑教授代表認證指導委員會宣
讀了《關於推行深港澳金融科技師專才
計劃的倡議書》。

唐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指出
發展金融科技，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既切中了深港澳當前經濟
金融發展需要，同時也為深港澳三地提
供了新的遠景和奮鬥目標。 「深圳、香
港、澳門作為灣區建設的核心城市，挺
立在金融科技發展的 『浪頭』上，必須
緊跟時代潮流，盡快儲備和發展一批既
熟悉國際金融市場慣例，又精通科技創
新理念的高素質、複合型金融科技人才
，實現三地金融業的合作共享、互認共
贏，肩負起灣區建設的重大使命，這是
深港澳三地金融業界的一致呼聲和共
識。」

據悉，專才計劃經過了3年的研究、
醞釀、溝通和組織，堅持政府支持、市

場主導，堅持國際化標準、複合型培養
，堅持海納百川、開放共享，堅持考培
分離、與時俱進四項工作原則，充分借
鑒國際通行的CFA金融特許資格考試體
系的相關經驗，形成了 「指導單位—聯
合發起單位—指導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考試委員會—秘書處」的運行架構。
目前已獲得71名專家委員加盟支持。

金融城落地降企業成本
論壇現場還正式揭牌了 「灣區國際

金融科技城」，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發布後、首個響應 「開展
科技金融試點，加強金融科技載體建設
」要求的大灣區金融科技空間載體正式
落地。據了解， 「灣區國際金融科技城
」是加強深圳市金融科技載體建設的重
大舉措之一，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物理
空間，助力金融科技企業做大做強。

深圳福田區金融工作局相關負責人介
紹，深圳福田基於其以深圳證券交易所為
龍頭的核心金融優勢，結合《深圳市福田
區現代產業體系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空間
布局，將面積約30000平方米的華超大廈
打造為 「灣區國際金融科技城」，並在將
來進行一定程度的空間延展。

「灣區國際金融科技城」將立足福
田區作為南方金融中心、粵港澳 「半小
時生活圈」的區位優勢，夯實國際金融
科技集聚引領區、國際金融科技人才交
流中心、國際金融企業互聯互通中心、
國際金融科技研發培訓中心戰略定位，
打造灣區金融科技企業的聚集高地，力
爭在大灣區躋身世界級灣區中起到龍頭
產業作用。

在23日舉辦的第十屆中國（深圳）金
融科技發展論壇上， 「深港澳金融科技師
」 專才計劃（簡稱 「專才計劃」 ）在深圳
正式啟動，深港澳三地金融監管部門及企
業、研究機構將攜手大灣區金融創新合作
，推行統一標準的金融科技人才培養機制
，實現三地金融業的合作共享、互認共贏
。聯合發起方之一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
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民表示，專才計劃將
推動國際標準制定，同時也是粵港澳大灣
區金融合作的重要舉措。

大灣區熱線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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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澳擬互認金融科技專才
統一培養認證機制 推動國際標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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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參與國際競爭
、未來大灣區金融科技如何建立一個
完善的生態環境、金融＋科技如何發
揮 「1+1>2」效能備受業界人士關注
。深圳市地方金融科技監管局局長何
傑透露，不久將召開 「深港澳金融合
作第八次聯席會議」，就金融科技師
專才怎麼認定、教材怎麼編製等一些
重大問題進行探討。據悉，金融科技
師的認定工作由三地協會組織承擔。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李達志表
示，香港在大灣區發展過程中可以充
分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以金融
科技為突破口，滿足區內極大的跨境
金融服務需求，一起建設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創新發展區域。作為在大灣區
內唯一實行中、英、法三語的地區，
香港擁有國際投資人所熟悉的法治環
境及國際化的金融平台，能為區內提

供金融領域的積極推動。
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資訊

總監王國良指，香港人才多學習金融
、法律、醫學，對IT則興趣較少；此
外，香港金融機構風格偏保守，難以
允許創新試錯。而深圳則對於創新試
錯保持更為寬容的態度，未來香港可
以與深圳更多合作，在大灣區內共同
培育人才。

共研認定方式教材編製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2019
年廣州生物科技創新大會」23日在廣州舉
行。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潔夫在會上建議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的
器官捐獻實現共享。

黃潔夫在會上介紹，自中國內地開展
公民器官捐獻至今，通過中國人體器官分

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共有74位澳門居民在
內地接受器官移植，120餘名澳門居民進行
了登記等候。2017年11月，中國器官移植
發展基金會與澳門衛生局簽署了器官分配
與共享協議，以期緩解澳門器官短缺的現
狀，為澳門終末期疾病患者能帶來福音。

「港澳地區有言論認為，假若實現捐

獻共享，中國內地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會
佔用港澳地區的資源。但實際上，到目前
已有近千名港澳居民在內地接受器官移植
，還有超過1000名在等候移植，而內地居
民沒一例是在港澳地區接受移植的。」黃
潔夫希望，內地和港澳地區器官捐獻能首
先實現共享，再延伸至台灣地區。

黃潔夫籲內地與港澳共享器官捐獻

金融科技能為灣區帶來什麼﹖
網絡理財

網絡的便捷性降低了理財品管理及運營成本
，既提高了網絡理財運營商在商業談判中的地位
，也可以使個人零散資金獲得更高的收益回報。

跨境數字身份互認

依靠金融科技，E證通可實現灣區居民的跨
境數字身份互認，包括掃碼通關，未來只憑一部
手機就可以自由往來粵港澳三地。

移動支付便捷生活

2016年8月，騰訊獲得了香港金融管理局頒發
的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2018年上半年，微信支
付在港澳地區的支付筆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倍。

FPS和虛擬銀行

香港FPS快速支付系統（Faster Payment
System）將做到跨系統支付，同時全面接通銀
行及本地16個持牌儲值支付工具，通過電話號碼
或電郵地址便可進行即時轉帳。

（大公報整理）
▲未來可在大灣區內共同培育金融
科技人才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響水報道：
鹽城市23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鹽城市市
長曹路寶表示，此前，爆炸現場已劃分為
13個區域、65個網格開展了四輪網格化地
毯式搜救。

另外，持續進行的環境監測數據表明
，目前各項檢測指標處於正常範圍內，群
眾飲水未受影響。環保部門現正着手研究

污水及爆炸後現場各類化學品的處理方案
和措施，杜絕次生環境災害。為防止化工
園區污水、現場救援消防用水外流進入灌
河，已對多條河道進行築壩截控。

此外，響水縣有關負責人介紹，爆炸
造成化工園外周邊部分居民房屋不同程度
受損，其中有89戶房屋損毀較為嚴重，無
法修繕，其餘受損房屋主要是門窗損毀。

目前已部署對損壞較輕的房屋進行修繕，
對損毀嚴重的農村平房準備實施拆除，將
對相關農戶進行貨幣補償，或安置到新型
農村社區。

經排查，事故地附近10所學校校舍門
窗、玻璃不同程度受損。目前已完成所有
門窗的測量和定製工作，將確保25日陳家
港地區學校全部復課。

89戶民居嚴重受損 將補償安置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響水報道：
23日，江蘇響水化工爆炸事故造成的死亡
人數上升至64名，此外還有94名傷員危重
或重傷。國務院調查組指出，事故企業連
續被查處、被通報、被罰款，企業相關負
責人仍舊嚴重違法違規、我行我素，最終
釀成慘烈事故，調查組將對事故的起因和
責任一查到底。

受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委派，
國務委員王勇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率國
務院有關部門緊急趕赴現場，指導事故救
援和應急處置工作，看望遇難者家屬和受
傷群眾，慰問搶險救援隊伍。

23日上午7時左右，江蘇鹽城響水消防
中隊接到求助說有人被困於江蘇之江化工
有限公司廠區。消防人員立即趕赴現場，
20分鐘後，被困人員被順利救出並立即送
醫。此時，距離爆炸發生已有40個小時。

這名男性獲救人員約為40歲左右，爆
炸發生後被掩埋在倒塌的建築物之下。被
救出時意識較為清醒，但頭部和身體其他
部位均有受傷，神情較呆滯，雙手緊緊抓
住一根安全繩不肯放手。這名獲救人員的
工友說，由於距離肇事企業只有200米左右

，工廠多處建築和生產裝置倒塌，死亡工
友至少12名，另有多人至今沒找到。

增至64死 醫院人滿為患
據鹽城市市長曹路寶介紹，截至23日7

時，事故已造成死亡64人，其中26人已確
認身份，38人身份待確認。此外，鹽城市
16家醫院共收治傷員617人，大部分為頭部
、腹部、四肢等部位的擦劃傷。

記者在響水縣人民醫院看到，各病房
已人滿為患。9歲的陳啟元躺在一張臨時增
加的病床上，額頭纏着滲透血跡的紗布。
據陳父介紹，由於學校和爆炸化工廠的直
線距離只有1公里左右，教室玻璃被全部震
碎並濺到陳啟元頭上。隨後，陳啟元被送
到醫院縫合，目前仍需留院治療和觀察。

江蘇爆炸 男子被困40小時奇跡獲救
【大公報訊】記者李理北京報道：

在中美貿易磋商 「車輪戰」式舉行的背
景下，兩國政商巨擘齊聚23日舉行的 「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蘋果CEO庫克（
圖）23日在北京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19峰會時稱，中國的開放至關重要，

不僅僅對中國發揮全部潛力很重要，對
於推動全球整體經濟繁榮也至關重要。

每年必到訪北京的庫克表示，自己
在中國看到了教育帶來的改變，也很自
豪蘋果在中國百分之百利用可再生能源
，並讚賞中國作為環境管理的領導者表
現出來的領導力。

「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精神讓庫克
非常贊同， 「正是這樣的精神引領着我
們前進的方向。」庫克引述馬丁路德金
的話說，共同的命運將我們牢牢捆綁在
一起。未來密不可分，未來取決於合作
。夥伴關係的關鍵要素是開放和互信，
只有這樣才能合作進而產生新的思想和
解決方案。

蘋果CEO：感謝中國打開大門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中國人民大學23日舉辦經濟學院（新
）成立大會暨中國經濟學70年演進與發
展學術研討會。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
世錦在會上表示，中美經貿關係正經歷
着壓力測試，結論很可能是中美經貿關
係不能脫鈎，而是應當更緊地掛鈎。不
僅中美之間，幾個大的經濟體之間關係
，也可能是這個方向。

劉世錦表示，中美之間已經主要不
是意識形態和政治意願的問題，而是一
個空前巨大的利益問題。 「這樣一場壓
力測試給出的結論，很可能是中美經貿
關係不能脫鈎，而是應當更緊地掛起鈎
來，比如自貿區、零關稅，可能還會有
零壁壘、零補貼。不僅中美之間，幾個
大的經濟體之間關係，也可能是這個方
向。這條路並不好走，但長期看，我們
還是應該有信心。」劉世錦說。

劉世錦：中美經貿不能脫鈎
江蘇爆炸事故傷亡

截至3月23日7時

（來源：新華社）

•死亡 64人（已確認身份 26人）
•危重 21人
•重傷 73人
•失聯 28人

▲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經濟學院（新）成
立大會暨中國經濟學70年演進與發展
學術研討會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化工園區附近的居民在收拾損毀的門
窗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獲救男子在爆炸發生後被困40個小時
，被救出時意識較為清醒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