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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首個交易日跌 143 點

長和與 Vodafone 洽談
合併英國通訊業務

港股缺水成交今年最低

【香港商報訊】長和(001)昨晚發新聞稿，表示注
意到近日有傳媒報道有關 3 英國與 Vodafone 英國的市
場傳聞。長和確認集團正與 Vodafone 集團就合併 3 英
國與 Vodafone 英國進行洽談。

預計交易將合併雙方在英國的業務，長和將持有合
併公司的 49%，而 Vodafone 則持 51%股權。交易完成
時，雙方的相對股權將透過差異式槓桿債權注資而取
得，當中並不涉及以現金支付作價。
長和表示，兩家公司最終能否就潛在交易的條款或
架構達成協議仍未得知，故目前未能確定任何交易，
有需要時集團會適時發出通告。

【香港商報訊】有國際投行
傳出財務危機，憂慮金融市場
震動，第四季首個交易日港股
受驚低開 172 點，尾市跌幅收
窄 ， 恒 指 最 終 收 跌 143 點 至
17079 點 。 國 指 收 跌 57 點 至
5856 點 ； 恒 科 指 收跌 22 點至
3427 點。由於 A 股休市及無北
水 ，全 日 大 市 成 交只有 633.3
億元，為今年以來最低。
恒指四大成交股份依次為騰訊控股(700)、盈富基
金(2800)、阿里巴巴(9988)及美團(3690)；騰訊收報
263.8 元，跌 0.98%，成交 36.78 億元；盈富基金收報
17.71 元 跌 1% ， 成 交 33.67 億 元 ； 阿 里 巴 巴 跌
0.38% ， 成 交 23.89 億 元 ； 美 團 收 報 161.7 元 跌
2.36%，成交 21.56 億元。
人行決定自 10 月 1 日起，下調首套個人住房公積
金貸款利率 0.15 個百分點，消息刺激一眾內房股全
線 反 彈 ， 其 中 碧 桂 園 (2007) 升 8.8% ； 龍 湖 (960) 飆
8%；合景泰富(1813)則升 9.3%。但控(005)繼續走
軟，一度跌穿 40 元關口，股價其後跟隨英鎊反彈，
收市報 40.35 元，全日跌 2.2%；部分中資金融證券股
份走勢亦疲弱，其中廣發證券(1776)插 5.3%；海通證
券(6837)急跌 7.5%。

外圍市場系統性風險或擴大
新股方面，腫瘤微創治療開發商百德醫療(6678)公
布 招 股 結 果 ， 一 手 中 籤 率 100% ， 以 下 限 1.4 元 定
價，明天(5 日)掛牌。至於內地 AR/VR 服務商飛天
雲動(6610)周四起招股，暫時已錄得逾 3.44 億元孖
展，超購約 3.4 倍。另外，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將於 11
月 18 日宣布今年第三季度之恒生指數系列檢討結
果。
第一上海策略師葉尚志認為，外圍市場目前是正
值風高浪急的時刻，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仍有隨
時滾雪球式放大的可能，內地及香港股市將面對較
大考驗，預計港股仍處尋底格局。

長和將佔合併公司 49%股權

騰訊傳轉向
收購海外遊戲公司
【香港商報訊】據外電引述消息指，
騰訊(700)重新制訂其併購策略，將焦點
轉移至收購海外遊戲公司多數股權，作
為其未來增長動力來源。騰訊昨日股價
跌 0.98%，收報 263.8 元。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由於內地當局嚴格限制內地
遊戲版號審批，為抵銷內地市場增長放緩的影響，騰
訊一改以往積極收購內地公司少數股權並作為被動投
資者的策略，轉為聚焦於透過收購於全球擴張。
消息人士稱，騰訊現正積極尋求收購海外公司的多
數股權，甚至是控制性股權，對象聚焦歐洲的遊戲公
司。原因是騰訊需要透過有關渠道，以達到集團擁有
強勁遊戲組合的目的，作為未來增長動力來源。
為確保能夠獲得受歡迎遊戲的知識產權，騰訊選擇
在現時持有的遊戲組合公司中，擴大其持股份額，又
或鎖定收購一些容許其獲得更大話事權的目標公司。
報道又提到，除了作為騰訊核心業務的遊戲資產
外，騰訊亦正尋求收購與元宇宙相關的環球資產，尤
其是由歐洲公司研發的相關資產。

深企
第一線

五大成交港股表現
排序

股份(代號)

收市價

跌幅

成交額(億元)

1

騰訊控股(700)

263.8

▼0.98%

36.78

2

盈富基金(2800)

17.71

▼1.01%

33.67

3

阿里巴巴(9988)

77.65

▼0.39%

23.89

4

美團(3690)

161.7

▼2.36%

21.56

5

中國平安(2318)

37.5

▼4.34%

14.33

第四季首個交易日港股成交僅 633.3 億
元，為今年以來最低。
中新社

港交所研推碳排放交易平台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港交所(388)市
場聯席主管蘇盈盈昨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上表示，港交所正針對自願碳排放市場，進行交
易和清算平台的研究，以及制訂適用於香港的相
關標準。

兩年前已開始鋪排
蘇盈盈提到，兩年前港交所已針對香港碳市場發
展進行鋪排，打造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STAGE)，

為市場提供更多碳排放資料。交易所 7 月進一步成
立香港國際碳市場委員會，希望吸引國內外碳權擁
有者或企業用家等來香港市場運作，建立買家和賣
家網絡。
有議員關注本港碳市場發展較新加坡落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回應稱，本港金融市場發
展一向不採取應對態度，而是抓緊本地優勢加以發
揮；由於內地的碳資產供應規模大，本港碳市場發
展主要圍繞國家所需。

金管局再入市
承接逾 23 億元沽盤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港元匯價再觸及
7.85 港元兌 1 美元的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於香港黃
昏時段，再次 「沽美元、買港元」，共買入 23.55 億
港元，是自上周三(9 月 28 日)以來再度入市承接港元
沽盤。而自 5 月 12 日以來，金管局已 33 度接錢，涉
資共 2173.91 億港元。
金管局預計，於本周四(6 日)，香港銀行體系結餘
將減少至 1208.94 億港元。

創新最活躍 增速最快 影響最廣

瑞典科學家獲諾貝爾
生理學或醫學獎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動能強勁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斯報道，瑞典斯德哥爾摩
卡羅琳醫學院 3 日宣布，將 202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
學獎授予瑞典科學家斯萬特·佩博，以表彰他在已滅
絕古人類基因組和人類進化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評獎委員會在當天發布的新聞公報中說，佩博的開
創性研究催生了一門全新科學學科——古基因組學，
「
通過揭示當今人類與已滅絕的古人類之間的基因差
異，他的發現為探究是什麼使我們成為獨特的人類奠
定了基礎」。在最初的發現之後，佩博的研究團隊已
經完成了對來自已滅絕古人類的幾個額外基因組序列
分析。這一發現形成了能被科學界廣泛利用的獨特資
源，以便能更好了解人類進化和遷徙。
佩博 1955 年出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1986 年
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隨後在瑞士蘇黎
世大學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博士後
研究。1990 年，他擔任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1999
年，他在德國萊比錫創辦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
研究所並工作至今，同時也在日本沖繩科學技術大學
院大學擔任兼職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佩博的父親蘇恩·伯格斯特龍為
198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信息化為經濟社會發展賦能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網絡基礎設
施、數字社會服務更加普惠便捷、
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全球領先、數字
政府治理服務效能顯著增強……十年來，中國主動順應信息革命時代浪
潮，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數字新動能推動新發展，數字技術不斷創造
新的可能。
統計數據顯示，從 2012 年到 2022 年，中國網民規
模從 5.64 億增長到 10.51 億，互聯網普及率從 42.1%提
升到 74.4%，形成了全球最大、生機勃勃的數字社
會。

億萬民眾享互聯網發展成果
清華大學智能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蘇竣說，黨的十
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
「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設立專篇對
「加快數字化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作出重要部署，
《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 「十四五」國家信息
化規劃》等相關戰略規劃相繼出台，為數字中國建設
擘畫了宏偉藍圖，為信息化發展提供了良好政策環

境。
十年來，數字基礎設施實現跨越發展——移動通信
技術從 「
3G 突破」 「4G 同步」到 「5G 引領」，目前
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網絡基礎設施；所有地級市全
面建成光網城市，行政村、脫貧村通寬帶率達 100%；
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正朝着高速泛在、天地一體、雲
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方向加速
演進……
十年來，信息技術助力彌合數字鴻溝—— 「互聯
網+」深度融入教育、養老、扶貧等多個領域，全國
中小學互聯網接入率達 100%，互聯網應用適老化水平
及特殊群體的無障礙普及不斷推進；分享經濟、智慧
出行、移動支付等互聯網新產品新業態競相湧現……

中 國 數 字 經 濟 規 模 從 2012 年 的 11 萬 億 元 增 長 到
2021 年的 45.5 萬億元，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二，數字
經濟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 21.6%提升至 39.8%；電子
商務交易額、移動支付交易規模居全球第一；農業數
字化水平加快提升，精準作業逐步普及；工業互聯網
應用已覆蓋 45 個國民經濟大類……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科技與網絡安全研究所執
行所長李艷表示，這十年間中國深入實施數字經濟發
展戰略，數字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創新最活躍、
增長速度最快、影響最廣泛的領域，數字經濟成為國
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

以數字化推進治理現代化
在上海，從 「數字孿生」最小管理單元發布，到超
大城市運行數字體徵系統上線；從遍布全市的近 1.8
億個智能傳感器，到千萬市民共同參與的 12345 熱
線、 「隨申拍」……城市運行 「一網統管」建設以
來，數字化用科技之智、規則之治、人民之力，時刻
守護着城市生命體的有序安全運行。
「融合了高效能治理和人性化服務的數字化治理，
不僅為城市治理者提供了多樣化的路徑，也讓服務使
用者擁有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復旦大
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說。

皖宏潭：綠色經濟賦能鄉村振興
【香港商
報訊】記者
吳敏 通訊員
王偉報道：
万 千 总是
到塘田村品
香港商报创刊
周年
猴魁、到竹
溪村遊五溪
山省級自然保護區、到佘溪村遊傳統徽派古村落，
夜宿 「不事山外」……近年來，到 「茶旅融合小
鎮」——安徽黃山市黟縣宏潭鄉探訪茶葉製作工
藝、品味原生態優質茶葉、體驗鄉村旅遊的人越來
越多。
好生態源於綠水青山。據介紹，宏潭鄉森林面積
11654.6 公頃，森林覆蓋率達到 90.04%。由於以前林
木遭到過度砍伐，生態環境堪憂。自開展 「林長
制」工作以來，該鄉積極推進封山育林、實行人工
林嚴格限額採伐，掛牌保護古樹名木，近 5 年，累
計完成人工造林面積 1956 畝、森林經營撫育任務
58500 畝，完成退化防護林修復任務 8771 畝，高顏
值的綠水青山生態環境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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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生態資源，宏潭鄉依託各村資源稟賦，積
極推進 『一村一品』，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宏潭
鄉人大主席胡曉青介紹，近年來，該鄉以 「雙招雙
引」和項目為抓手，先後引進黃山壠溪山生態農業
有限公司，依託強村公司積極構建塘田茶葉公共品
牌，推動 9000 畝茶葉生產向 「生態化、集約化、品
牌化」轉型升級，同時帶動 5600 畝生態水稻、500
餘畝林業黃精等中草藥種植以及土蜂蜜、黑雞、黑
豬等特色種養業蓬勃發展。
據了解，近 3 年來，宏潭鄉聚焦創建 「茶旅融合
小鎮」，經濟發展以生態康養為鄉域的側重點，充
分發揮農業資源和生態環境資源優勢，大力推進農
文旅融合發展。對接徽黃旅遊集團完成五溪山景區
步道建設，爭取項目資金 100 餘萬元新建來龍山觀
光步道和漳溪河沿河觀光步道，以五溪山景區和旅
遊扶貧村為側重點，以兩大盆地為基本面，打造
「V」字形全域旅遊新業態。
走進現在的宏潭，路在林中展、溪在路邊流、人
在畫中遊，生態文明與經濟發展相協調，構成一幅
動人的美麗生態畫卷。

黑龍江面向全球
引進農業高端人才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曉磊 通訊員董擎輝報道：3
日，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攜手大北農國際集團召開農
業高端人才全球引進發布會。面向全球聯合引進農業
高端人才，共同助推大北農 「
龍江十年雙千億」計劃
實施和黑龍江 「
四個農業」建設工程。
發布會上，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和大北農國際集團
簽署合作引進農業高端人才協議，聯合發布了引進農
業高端人才公告，重點圍繞玉米、水稻、大豆、園
藝、馬鈴薯、經濟作物、食用菌等種植業、豬牛羊禽
等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業機械、數字農業等產
業的應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產品研發與
產業化應用等方面，由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提供崗位
需求和編制、大北農國際集團提供人才資金，面向全
球預計分五個層次引進 80 人左右的國際化、專業
化、高水平的農業高端科研人才，對標國內經濟發達
地區對不同層次人才引進標準匹配引進待遇。共同打
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農業人才和創新高地，為黑
龍江省現代農業發展注入強勁的創新活力。

農業高端人才協議簽約儀式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