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偉文表示，除便利民生的金融服務
，未來要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優勢、用好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風險管理中心等功能
，讓香港成為服務大灣區實體經濟一個全
功能的國際金融平台。他續稱，現在一個
灣區裏面有三種貨幣、三套法律、三個關
稅區，接受這個挑戰需要有創新思維，一
是靠政策創新，二是靠科技創新。

他認為，大灣區內跨境資本流動、先
行先試創新必須要在風險可控、穩妥有序
的前提之下進行。大灣區應該繼續發揮先
行先試的功能，在個人、企業還有金融機
構跨境業務方面做出穩妥有序、風險可控
的嘗試，比如：怎麼便利個人理財、便利
企業的投融資，甚至於跨境資金的調撥等
都應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灣區協同發展指數近年放緩
在政策創新方面，除了兩地連通的模

式要創新以外，余偉文表示，香港在發展
自己金融平台的競爭力上也要有創新，確
保金融監管政策能追上全球最新發展形勢
。他透露，金管局將把香港打造成新金融
發展的前沿，發展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
，「一帶一路」下的投融資平台。綠色金融
方面，分段推進「綠色和可持續銀行」、由
金管局管理的外匯基金在投資準則裏加入
「負責任投資」條款、打造綠色金融中心。

在科技創新方面，香港在虛擬銀行、
快速支付系統、貿易融資平台、金融監管
沙盒四大領域推進創新。余偉文介紹，金
管局至今已向8家機構發出虛擬銀行牌照，
去年9月推出提供全天24小時的跨銀行轉帳

服務，料這將改變香港零售支付的未來。
港中大（深圳）經管學院執行副院長

張博輝於同一場合介紹，設計和開發一套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綜合指數」是衡

量大灣區一體化協同發展進程的科學客觀
量化方案之一，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綜
合指數由2個一級指標、9個二級指標和60
個三級指標組成。每個三級指標，收錄了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超過10年的社會經
濟數據。

指標顯示，從2010年到2018年，大灣
區協同一級指標值從100漲到了131.3，漲
幅31%，該指標2015年達到147.7，創下過
去十年新高。

張博輝介紹，雖然資金和人員兩個要
素的協同效能比信息和貨物協同高，但是
由於跨境人民幣交易量自2015年後增速不
高，使得大灣區內部資金使用協同的效率
放緩。在人員協同方面，由於2014年香港
的 「佔中」事件和對 「一地兩檢」政策的
不理解，導致了內地和香港之間人員交流
訪問的絕對值減少了一部分。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文、圖）

金管局副總裁余偉文昨日在港中大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舉辦的
「2019大灣區經濟與發展論壇」 上透露，目前正在和內地有關部
門落實便利跨境理財的措施，讓理財服務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變得
更便利化。他並表示，將傾斜資源把香港打造成新金融發展的前沿
，發展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 「一帶一路」 的投融資平台。

金管局：與內地研便利跨境理財措施
助港打造新金融發展前沿 服務灣區實體經濟

G20習特會左右港股 最差下試25500點
【大公報訊】一連兩日的G20峰會即

將在下周四召開，中美兩國元首會否在峰
會期間見面是環球市場近期焦點。證券界
人士表示，如果中美元首能夠安排見面，
並且落實重開貿易談判，對港股屬於中性
偏好消息，恒指有望重上二萬八關。相反
，兩國元首若未能會面，恐被解讀為重大
利淡消息，恒指恐穿底，下試25500點。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揚言，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若未有出席G20會峰，便會向
中國加徵進口關稅。然而，隨着G20峰會
召開日期迫近，特朗普突然改變 「口風」
，表示 「習特會」能否成事，中美始終會
達成貿易協議。不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於本周一開始至下周二為到額外3000億
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25%關稅舉行聽證
會。分析擔心中美元首假如未能見面，鷹
派當道的特朗普政府會加強對中國的貿易
限制的決心。

落實會面或可見28000點
高寶集團副總裁李慧芬表示，港股趨

勢性向下，只是暫時欠缺大跌市的催化因

素。中美元首的G20峰會會面本周進入關
鍵時刻，李慧芬稱，如果落實會面，屬於
中性偏好消息，恒指可以上試二萬八關，
甚至見28200點。

雖則兩國不可能在單次會見可達成協
議，但市場憧憬能夠重開貿易談判，總比
現時談判膠着為佳。

若果 「習特會」未能成事，這肯定被
解讀為重大利淡消息，觸發港股顯著回吐
，恒指不單跌穿今輪跌浪的底部26671點，
最差的情況是向下調整至25500點。恒指上
周五收報27118點。

港隨美減息機會不大
鼎成證券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稱，特

朗普早前表示中美元首即使 「無偈傾」，
兩國也會達成貿易協議；有關言論反映特
朗普對兩國元首會面的迫切性訴求軟化。
的而且確，兩國元首會面對港股屬中性偏
好，只是刺激作用只會短暫。即使未有會
面安排，她相信港股亦不至於有遇到太大
沽壓。恒指本周將在26800點至27300點間
上落。

另外，美聯儲本周公布議息結果，美
國減息路線圖同樣受投資者關注。李慧芬
稱，美國七月份減息機會微，美聯儲可能
暗示第四季減息。減息令到市場銀根鬆動
，固然是好事；可是經濟轉差才需要減息
，這對市場又非好消息。熊麗萍相信，香
港跟隨美國減息的空間不大，所以美國減
息對香港影響有限，但美股氣氛好，總會
利好港股表現。熊麗萍稱，歐洲本周會有
大量經濟數據 「出籠」，更值得投資者關
注，可以了解中美貿易爭端是否影響到歐
洲經濟。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被形
容為安卓（Android）生態第一股的萬咖壹
聯（01762）創辦人、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
行官高弟男接受訪問時表示，隨着5G時代
來臨，5G手機有助提升安卓用戶，為公司
帶來更多商業變現的機會。

萬咖壹聯通過核心DAPG平台，提供
統一標準為行業客戶連接智能用戶手機，
藉而提高內容分發的效率。高弟男指出，
Android作為移動互聯網生態的工具之一，
是透過用戶需求來創造價值。

高弟男續說，調查顯示，智能手機用
戶平均每天有6至7小時被互聯網所佔據，
隨着5G時代來臨，從硬件終端到軟件，5G
上下游產業鏈都加緊布局，安卓用戶的使

用將會擴大，為萬咖壹聯帶來更多商業變
現的機會。

夥內地手機商組聯盟
另外，萬咖壹聯聯合小米（01810）、

聯想（00992）、中興（00763）、華為、
OPPO等10家內地智能手機製造商，共同
成立 「快應用聯盟」，負責制定開發新型
免安裝應用的標準。高弟男透露，聯盟成
員已增至12家，包括中移動（00941）及海
信。他續說，目前 「快應用」的月活躍用
戶（MAU）達2億戶。

萬咖壹聯去年12月底上市，以上周五
（14日）收市報4.67元計算，較招股價3.56
元，累積升幅達31%。

萬咖壹聯：5G帶來更多商機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阿里
巴巴旗下天貓618活動上，美妝產品甚受
歡迎，在進入6月16日首59秒，天貓美妝
銷售即突破一億元（人民幣，下同），第13
分鐘銷售已超越去年同日全天銷售。其中
，在首一小時，香水的銷售按年升近6倍
，防曬及身體護理產品銷售均增逾3倍。

歐萊雅官方旗艦店在昨日中午已突破
去年 「雙11」整體銷售，同比增長近4倍
。亮點之一，是男士彩妝銷售同比增長超
過5倍，歐萊雅男士官方旗艦店的銷售同
比增長1.2倍。

以汽車修理起家的MTG，10年前在日
本推出美容滾輪 「ReFa」，去年銷售量突
破千萬部。剛於本月初，MTG於天貓國際
平台開設ReFa海外旗艦店，MTG海外電
商部部長大森輝雄指出，在天貓618活動
期間，會有新產品在中國市場首發，預期
整個ReFa品牌在天貓618活動期間，可望
有30%至50%的銷售增長。

ReFa品牌是在7年前進入中國市場，

大森輝雄表示，當時一切由零開始，直言
「不知道要準備些什麼，找經銷商還是用

什麼模式」，幸好把汲取其他品牌的經驗
，並將之引流至中國市場。

大森輝雄提到，中國及日本市場各有
不同，以ReFa品牌為例，兩地消費者大多
以女性為主，但中國消費群較年輕，日本
銷售對象則集中在30歲至40歲的消費群體
。另外，大森輝雄透露，截至今年3月底
止6個月，MTG總銷售額約246億日圓（約
17.8億港元），當中145億日圓（約10.5億
港元）來自海外市場，中國便佔銷售額
100億日圓（約7.24億港元）。

MTG美妝攻內地 冀天貓618銷售增50%

隨着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滙豐保險
最近與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及婦女
基金會合作進行了香港首項長者護理成本
趨勢的研究，探討未來40年長者護理的經
濟成本及其對勞動人口帶來的影響。

研究指出到了2060年，照顧者的數目
和接受護理的長者均將躍升兩倍多，而當
中女性比男性仍將肩負更多照顧長者的責
任。

長者護理的負擔對香港勞動人口帶來
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特別是對因照顧家
中長者而需犧牲事業的人士，所造成的財
政壓力和事業代價；而此等責任和犧牲卻
較多落在女性身上。研究結果顯示，在
2018年，在職成年人肩負家庭成員護理的
責任共有45000名，當中超過半數為女性；

在未來40多年間，性別不平衡仍將持續，
女性照顧者的比例在2060年更將超逾六成
，較男性照顧者多承擔高達4億港元的機會
成本。

此偏倚的狀況或會影響女性勞動人口
參與率及推動領導階層性別多元化的力量
，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則需政府、僱主和
僱員等跨界別的通力合作，以紓緩照顧長
者的負擔，以及支援女性可全程投入工作
及社會事務，並且鼓勵女性照顧者重返職
場，以補充不斷萎縮的勞動人口。

在協助減輕未來社會負擔方面，香港
保險業界同樣擔當着重要角色，除提高公
眾對長者護理的認識，亦應在研發創新產
品上發揮作用，以減少照顧者的負擔，讓
他們可輕鬆地照顧摯愛親人直到終老。

長者護理成本增 女性照顧者負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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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報道：深圳
市政協副主席、深圳市知識產權局原局長
徐友軍指出，深港科創聚落生物蝶變的最
大障礙，要數流動成本比較高。他表示，
在一國之本的前提下，善用兩制之力，就
必須實現規則銜接，將深港優勢結合起來
，方能建成國際一流科創中心。實現規則
銜接，要區分不同情況，分別實現規則的
貫通、接通、變通。

在貫通方面，徐友軍稱，營商環境等
香港領先並能夠複製的部分，可以採用 「

拿來主義」，直接為我所用。
在接通方面，對於一時難以直接複製

的規則，可以在大幅借鑒的基礎上，加快
制定與之接軌的制度規則體系，香港在知
識產權立法領域、在專業服務領域都有優
勢。

在變通方面，對於香港自由貿易港、
獨立關稅區難以直接拿來或接通的規則，
要學習借鑒其先進理念和做法，盡量向其
靠近。比如，在人員出入境、貨物通關模
式、資金的跨境流動、所得稅等方面。

【大公報訊】記
者毛麗娟報道：

銀監會前主席劉
明康（見圖）
在大灣區經濟
與 發 展 論 壇 上

指出，在金融供
給側改革、粵港澳

大灣區的金融融合、經
濟融合，全球供應鏈重新整合的今天，有
兩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需要予以特別關注：
一是要高度重視法治創新和改革，二是大
灣區金融業要重視文化建設。

他指出，在金融供給側改革和大灣區
建設中，要高度重視法治創新和改革，如
在民商法領域中，要充分尊重商事合同相
關主體的主動選擇，在適用法和仲裁地的
選擇上，採取更靈活的便利方法。這一點
廣東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裏已經有過寶貴
的經驗，比如大亞灣核電站、嶺澳和陽江
等核電站的建設中，都選擇了普通法和境
外仲裁渠道。

此外，大灣區的金融服務業要強調文
化建設。他表示，金融業的文化建設有其
豐富的內涵，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客戶至
上、自覺防控、創新、依法合規經營、問
題到我為止。 「對於前者，法治創新與改
革是非常重要的。答案非常簡單，因為它
直接關乎商事主體各方的信心，而市場經
濟運行中，信心比黃金都重要。」

劉明康以改革開放初期參與建設大亞
灣核電站融資工作為例， 「30多年後，中
廣核能中標英國新型核電站 『交鑰匙』工
程，我一點不奇怪，而是很興奮，因為在
招標條件的背景要求中，一定會考慮製造
商必須有過普通法下建設、運行和管理的
經驗。」

灣區金融業融合
需重視法治創新

深港創新合作 建國際科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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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圳聯合金融研究中心在深圳成立

嘉賓言論重點
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 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融合，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需要予以
特別關注：一是要高度重視法治創新和改革，二是大灣區金融業要重視文化建設。

金管局副總裁余偉文 正在和內地有關部門落實便利跨境理財的措施，讓理財服務
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變得更便利化。

中大（深圳）經管學院執行副院長張博輝 雖然資金和人員兩個要素的協同效能比
信息和貨物協同高，但是由於跨境人民幣交易量自2015年後增速不高，使得大灣區
內部資金使用協同的效率放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