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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港科研開支GDP佔比1.5%

本報記者獲
恒大商業新聞獎銀獎

林鄭小目標：超越矽谷華爾街

【香港商報訊】第三屆恒大商業新聞獎昨日舉
行，商報財經部記者邱媛媛以《港產快速支付系統
誕生兩個月 FPS 驚嚇過後有驚喜》喜獲最佳經濟及
金融政策新聞報道獎文字組銀獎。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點評該
報道稱，能深入淺出地分析新興流動支付系統存在
的缺陷，並引用專家學者的分析，提出解決方法。
該獲獎作品於去年 12 月 18 日 A6 版刊出，探討香
港快速支付系統 「轉數快」開通之初的利與弊，既
有客觀事實報道，亦有中國內地及香港兩地專家學
者的意見和看法。
香港恒生大學(簡稱恒大)傳播學院於 2017 年起每
年舉辦 「恒大商業新聞獎」，是香港首個大專院校
設立的商業新聞專業獎項，旨在表揚及鼓勵優秀的
商業新聞從業人員，肯定他們對社會及業界的貢
獻。

商報財經部記者邱媛媛(圖左二)喜獲恒大最佳經
濟及金融政策新聞報道獎文字組銀獎。
▲第四屆互聯網經濟峰會為政府慶祝 70 周年國慶的首個活動，邀請了杭州市委常委發表開幕演講，亦有多間國際科技
巨頭公司代表分享。

互聯網經濟峰會林鄭發言摘要
●政府透過多項措施強化本港創科生態系統。
●特區政府正透過減稅和設立創投基金等措施，強化本港的創科生態系統，並推動香港
的科研開支佔 GDP 比重，在 2022 年達到 1.5%的目標。
林鄭月娥有信心香港的創
新科技發展未來可超越美國
矽谷及華爾街。

●現屆政府相信創科會有回報，目前是香港創科發展最好的時候。
●本港在大灣區有世界級物流基建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可以成為 「東方華爾街」 和
「東方矽谷」 。

【香港商報訊】記者鍾穎琳報道：2019 互聯網經濟峰會昨日開幕，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致辭時表示，香港具有一國兩制的優勢，加上創新科技是大灣區發展的重點之
一，有信心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未來可超越美國矽谷及華爾街。
林鄭月娥表示，現屆政府相信創科會有回報，因此
已 投 入 大 量 資 源 及 政 策 發 展 ， 包 括 「超 級 稅 務 優
惠」，企業研發開支最多可獲 300%扣稅；用 100 億元
成立醫療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創新平台；設
立創科創投基金與風險投資機構共同投資本地初創企
業；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研究資助局的研究基
金注資 200 億元支持科研等。她認為，這些措施將有
助發展本港創科生態。

林鄭月娥又指出，創新科技是大灣區發展的重點之
一。中央政府今年 2 月推出多項舉措，推動整個區域
發展，她亦提及，落馬洲河套區的創新科技園已動
工，目前已有逾 1200 間企業和初創駐紮，未來將會擴
建，期望吸引更多初創發展，這有助加強與內地的科
研合作，相信本港於大灣區有世界級物流基建和國際
金融中心的優勢，可以成為 「東方華爾街」和 「東方
矽谷」。

目前是創科發展最好時候

港可成為東方矽谷

她提出，互聯網發展為社會帶來商業及經濟發展機
會，特區政府正透過減稅和設立創投基金等措施，強
化本港的創科生態系統，並推動香港的科研開支佔
GDP 比重，在 2022 年達到 1.5%的目標，認為目前是香
港創科發展最好的時候。
至於香港在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優勢，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不僅具有一國兩制的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也是另一個重要原因，香港、澳門及廣東省九個
城市發揮各自優勢，有利強化與國際企業的合作。

林鄭表示，香港具有很強的科技能力，也一直致力
建設創新科技，例如比科學園大四倍的新創新科技園
正在興建。
她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未來可超越美
國矽谷及華爾街。
第四屆互聯網經濟峰會為政府慶祝 70 周年國慶的首
個活動，邀請了杭州市委常委發表開幕演講，亦有多
間國際科技巨頭公司代表分享 ，包括 Amazon Web
Services、Twitter、阿里巴巴等。

壹傳媒再售資產套現
【香港商報訊】據媒體報道，壹傳媒大股東黎智
英上月再售資產套現，其持有的台北市內湖區壹同
樂動畫工作室辦公大樓，已轉手予敏恩國際。報道
估計，今次成交價約為 8 億新台幣(折合約 2 億港
元)。壹傳媒近日股價急挫，市場人士料其屢屢出售
資產的動作是縮窄在台業務之舉。
事實上，自去年 11 月以來，壹傳媒及黎智英已四
度出賣在台資產。除上述物業之外，黎智英上月底
已將其持有、內湖區新湖二路 146 巷 18 號的全幢壹電
視大樓，賣給中國電器子公司中電開發，據悉代價
為 14.5 億元新台幣(折合 3.6 億港元)，至於另外兩宗
交易則發生於去年 11 月及今年 2 月，分別涉及約 4.54
億元與 7890 萬元。
另外，免費報章《都市日報》早前頻傳賣盤予日
資公司，其執行主席李永康昨日向員工發信，指已
應允日本集團入股不多於 25%，交易料於 6 月底之前
完成。信中又提及，從 7 月 1 日起，主要股東蕭作利
將再次出任集團主席及董事職位，而新股東則預留
一人做集團副主席。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天淇報道：內地 3 月多項經濟
數據向好，港股藉好消息出貨，恒指昨天跟隨外圍大幅
高開之後，於 10 個月高位約 30280 點再度遇阻，全日由
升轉跌，收報 29810 點，跌 99 點，上下波幅約 600 點，
成交重上 1000 億元，技術走勢轉淡。
港股昨早段最多升 370 點，見 10 個月高位，惟其後跟
隨內地股市走勢，恒指逐步回吐升幅，尾市更加倒跌，
3 萬 關 得 而 復 失 兼 跌 穿 10 天 線 (29902 點)。 騰 訊 控 股
(700)獲利回吐盤湧現，全日倒跌 1.4%報 388.2 元。舜宇
光學(2382)跌 2.7%。中移動(941)跌 0.6%收 76.55 元。

港元拆息全線向上
資金流方面，港元拆息周一全線向上，其中短息升幅
較為顯著，隔夜拆息升 12 點子，至 1.81 厘；與供樓按
揭利率相關的 1 個月拆息漲 10 點子，至 1.98 厘。
技術走勢上，恒指最終全日以一支大陰燭收市，並出
現 「射擊之星」見頂形態，加上 MMACD 牛差距進一
步收窄，短線或會部分補回於今月初形成的上升裂口，
即約 29000 點至 29400 點。
全球經濟放緩成為近期市場焦點，本周三即將公布的
內地首季 GDP 等數據，市場普遍預料首季經濟增長放
緩由 6.2%至 6.3%，若數據未能出現驚喜，或恐再加大
港股下行壓力。

五大成交金額股份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成交金額(億元)

騰訊控股(700)

388.20

55.14

中國平安(2318)

92.60

38.47

安碩 A50(2823)

15.16

28.95

盈富基金(2800)

30.10

28.87

建設銀行(939)

6.91

23.78

三大跌幅藍籌股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跌幅

舜宇光學科技(2382)

100.90

▼2.70%

中國生物製藥(1177)

7.83

▼2.13%

萬洲國際(288)

8.74

▼2.02%

三大跌幅國指股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跌幅

粵海投資(270)

14.18

▼1.94%

華能國際電力(902)

4.80

▼1.84%

騰訊控股(700)

388.20

▼1.42%

入場價單位共 4 伙區內最平
項目首批單位戶型涵蓋開放式至四房兩套，間隔
達 11 款，實用面積介乎 243 至 1866 平方呎。價單提
供最高 7.5%折扣優惠，折實後，今批售價由最平
359.8 萬元至最高 2661.5 萬元；每呎則售 1.265 萬至
1.541 萬元。
約售 359 萬元的入場單位全張價單涉 4 伙，暫屬白
石角區內售價最低。回顧年初開價的逸瓏灣 8，首批
兩房折實入場售 607.3 萬元；去年 7 月開價的雲匯二
期，最平的開放式戶則售 486.9 萬元。
另外，會德豐(012)旗下日出康城第 7A 期昨敲定名
為 「
Montara」，集團執行董事黃光耀表示，項目仍
待批預售樓花同意書，最快月內開售，示範單位及
樓書的籌備接近完成。定價方面，將參考集團去年
推售項目如 「
Malibu」 ， 以 及 同 區 幾 個 新 盤 的 售
價。
整 個 日 出 康 城 7 期 提 供 1020 伙 ， 7A 期 涉 及 616
伙，實用面積介乎約 300 至 800 平方呎，涵蓋一房至
三房戶。

中國建築 Q1 經營溢利升 28%

AIM 市場交易。
長和表示，有意在公開發售時出售舊股，將其持股
比例降至 50%以下，以改善和黃中國醫藥的股份流動
性。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是一家位於中國，處於商業化階
段的創新型生物製藥公司，專注於全球創新及中國癌
症市場，集資所得將用作推進臨床項目進入全球及中
國的註冊研究，以及支持進一步的概念驗證研究等。
公司目前有 8 種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自主研發候選藥
物，其中 5 種已經或將要開始全球臨床開發。

藉好消息出貨 港股失守 3 萬關

【香港商報訊】市場近期熱議新盤招標問題，地
建會已設立新指引，全新盤開價似有回應新指引之
勢。億京發展旗下白石角海日灣 II 昨日終公布首張
價單，為發展商位於白石角項目首次以價單形式推
出單位，同系同區海日灣的銷售至今全以招標完
成。
海 日 灣 II 第 一 張 價 單 涉 295 伙 ， 平 均 呎 價 約 為
1.489 萬元。億京項目及銷售策劃總監潘志才形容，
今次以 「非常吸引價」推出首批單位，入場定價為
389 萬元。被問到為何轉陣以價單發售，他回應集團
沒有既定的銷售模式，樓盤的推售方式會 「因應產
品特性、市場氣氛等各種因素而定」。

市場
動態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申請上市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天淇報道：長和(001)持有約
60.2%股權的和黃中國醫藥科技申請在主板上市，初步
招股文件顯示，公司去年虧損擴大近 1.8 倍，蝕 7480.5
萬美元，收入倒退 11.2%，降至 2.14 億美元，保薦人
為美林美銀及高盛。
文件提到，長和認為全球發售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
提供充分彈性，加快投資有助全球臨床在研產品的戰
略目標，長和亦計劃繼續維持公司的重大持股作為投
資，但文件未有提及上市時間表。公司目前在美國以
存託股份在納斯達克上市，同時在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指引下首發價單
海日灣 II 入場 359 萬

據媒體報道，壹傳媒大股東黎智英上月再售資產套
現，其持有的台北市內湖區壹同樂動畫工作室辦公大
樓，已轉手予敏恩國際。
資料圖片

財務會計職位吃香
月入最高達 8 萬
【香港商報訊】招聘公司 Robert Half 發表 2019 薪
酬指南，顯示受到 「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今年本港
財務及會計界需要增加人手，因而令相關職位變得短
缺，擁有該專業資格的人才極為渴市。而今年三大熱
門職位則包括財務經理、財務會計師及財務規劃與分
析經理。
該項指南指出，財務和會計界的僱主在招聘熱潮
下，正面對持續的技能短缺問題。當中，72%的香港
CFO(首席財務官)表示，目前難以物色合資格的財務
和會計人才，更有 75%受訪者估計未來 5 年會更難聘
請合適人才。Robert Half 香港執行總裁 Adam Johnston 指出，本港財務和會計界的薪酬增長在過去 12 個
月保持穩定，加薪主要是為了彌補通脹。
此外，該指南結果反映，財務規劃與分析經理薪酬
最高，中小企工作者最高月入有 6 萬元，大型企業工
作者最高月入更可達 8 萬元。其次為財務經理，月薪
最高可達 6 萬元。至於財務會計師雖為三者工資最
低，但最高月入仍有約 3.6 萬元。

中國建築國際(3311)昨公布，今年首季集團之未經
審核集團營業額及應佔合營企業營業額分別約 115.55
億及 4.7654 億元，去年同期 116.179 億及 3.7 億元，未
經審核經營溢利及應佔合營企業盈利合共約 21.6457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16.849 億元升 28.49%。
今年首三個月，集團累計新簽合約額 346 億元，相
當於完成 2019 年全年目標的 28.8%，全年新簽合約額
目標為不低於 1200 億元。於 2019 年 3 月底，集團在
手總合約額約 3970.7 億元，其中未完合約額約 2554.1
億元。

新城市廣場復活節推廣費升 15%
復活節假期是港人外遊高峰期，為吸引留港消費
的市民，新鴻基地產代理租務部助理總經理許嘉雯
表示，新城市廣場的復活節投資推廣費按年上升 15%
至 350 萬元，料活動期間整體人流將上升 10%，營業
額有望錄得接近雙位數字升幅。即日起至 5 月 27 日
期間，該商場將超像真還原全球首部實景真人電影
《POKEMON 神探 Pikachu》電影場景，並有相同主
題的巴士，穿梭沙田至九龍，車廂內設置 QR Code
線上遊戲發放獨家限量版的有關電影禮品，以及商
場消費推廣優惠。

星展為中小企推二維碼流動收款
星展集團昨推出 DBS MAX：一個為企業客戶提供
二維碼(QR Code)收款的流動應用程式。透過 DBS
MAX 流動收款方案，有助提高企業客戶之生產力並
節省成本。DBS MAX 適用於常常需向客戶收款之企
業，不論零售、餐飲、醫療保健或保險等行業均可
使用，香港中小企尤其適合。
DBS MAX 通過自去年 9 月於香港推出的轉數快
(FPS)平台提供收款服務。已登記使用 DBS MAX 的
企業客戶可擁有自家 QR Code，顧客只須掃描 QR
Code 便可透過顧客之流動銀行應用程式付款，並直
接於顧客 FPS 登記之銀行戶口扣數，無須使用任何電
子錢包，企業客戶可即時收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