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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重視數字人幣個人信息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昨日表示，高度重視數字
人民幣個人信息保護問題，數字人民幣交易中的信息收集遵循
最小化和必要性原則。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央行不得將信
● 入職騰訊 15 年又尚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員工將可以
自由選擇是否提前領取「退休大禮包」。
資料圖片

息交給第三方或其他政府機構。他又表示，數字人民幣利率為
零，以減少和銀行在存款上的競爭。

● 易綱表示，數字
人民幣利率為零，
以減少和銀行在存
款上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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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在芬蘭央行新興經濟體研究
院成立 30 周年紀念活動發表視
頻演講，他指出，CBDC 對於貨幣政
策和金融穩定的影響主要取決於 CBDC 的設計。如果 CBDC 更類似現
金，則影響相對有限。但若具有存款
等金融資產的屬性，則可能引發存款
替代，導致金融中介規模收縮並降低
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化管理，保證對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
的調控能力；商業銀行和支付機構作
為中介，為公眾進行數字人民幣兌換
並提供支付服務。亦會設置錢包餘額
上限及交易金額上限等制度摩擦，
盡可能降低擠兌風險。同時在試點過
程中，對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和金融
穩定等方面的影響也是重要測試內
容。

堅持實施中心化管理

信息收集依「最少」
「必要」原則

易綱表示，鑒於此，中國央行堅持
數字人民幣的 M0 定位，不計付利
息，降低與銀行存款的競爭。其次，
採取雙層運營體系，即央行實施中心

當前電子支付工具主要由私人部門
提供，可能存在市場分割、隱私洩露
等風險。對於央行數字貨幣是否會導
致央行掌控了太多的信息的質疑，易

易

綱說，數字人民幣在匿名性方面採取
「小額匿名，大額依法可溯」的原
則，在收集個人信息時遵循「最少、
必要」原則，採集的信息量少於現有
電子支付工具。「同時嚴格控制個人
信息的儲存與使用，除非有明確的法
律要求，人民銀行不得將相關信息提
供給任何第三方或政府機構。」他
稱。
他重申，鑒於跨境使用的複雜性，
涉及反洗錢、客戶盡職調查等法律問
題，現階段數字人民幣以滿足國內零
售需求為主，使用和推廣應遵循市場
化的原則，「老百姓需要兌換多少，
我們就發行多少。」

提升數字人民幣普惠性
在完善數字人民幣的設計和使用方
面，易綱指出，一是參考現金和銀行
賬戶管理思路，建立適合數字人民幣
的管理模式；二是繼續提升結算效
率、隱私保護、防偽等功能。同時，
推動數字人民幣與現有電子支付工具
間的交互，實現安全與便捷的統一；
完善數字人民幣生態體系建設，提升
數字人民幣普惠性和可得性。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10 月 8 日，數
字人民幣試點場景已超過 350 萬個，
累計開立個人錢包 1.23 億個，交易金
額約560億元人民幣。

政策提振 A 股太陽能板塊升 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 在太陽能概念股和航天軍工
等領漲下，滬深三大指數昨日集體收
漲。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507 點，
漲 8 點或 0.24%，重回 3,500 點；深成
指報14,571點，漲63點或0.43%；創
業板指站上 3,400 點，報 3,409 點，漲
29 點或 0.88%。兩市共成交 10,108 元
人民幣。
人民銀行發布消息稱，創設推出碳
減排支持工具這一結構性貨幣政策工

具，以穩步有序、精準直達方式，支
持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
等重點領域的發展，並撬動更多社會
資金促進碳減排。

航天航空股領跑飆 3%
A 股太陽能概念股大幅跑贏，板塊
漲 2%，龍頭股表現突出，大燁智能
漲 20%，明冠新材升 15%，仕淨科
技、億利潔能、華銀電力、長源電
力、晶科科技、粵電力A等升10%。

昨日 A 股上升的板塊中，軍工股升
幅居前，航天航空板塊拉升 3%。中
信證券指出，「十四五」期間，軍工
行業核心投資邏輯的切換，已經從前
期的「主題投資」轉向「基本面驅
動」為主導，預計 2022 年軍工行業
的景氣度將向「十四五」的正常增速
回歸，進入「新常態」，建議應選擇
長賽道和高景氣方向，優先推薦航空
發動機、軍隊信息化以及軍工新材料 ● 滬指昨收報3,507點，漲8點。
三個細分產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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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員工福利加碼 做夠 年終身有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今年以來互聯
網行業掀起「反職場內卷」潮，多家互聯網公司
紛紛加強從業者勞動權益保護，為員工謀福利。
騰訊(0700.HK)繼上周推出員工「退休福利」
後，昨宣布加碼推「職業里程碑」，員工入職 5
年可獲得「長期健康保障」；入職 15 年可獲
「終身健康保障」以及「可自主提前解鎖長期服
務回饋」；而到了法定退休階段的員工，根據此
前披露的退休方案，除國家發放的社保養老金，
還可同時享有由騰訊提供的定製紀念品、長期服
務感謝金、退休榮譽金三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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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節點分六級 實物禮品激勵

新方案中，騰訊員工的「職業里程碑」將從原
先的入職「1 年、10 年、20 年」三個節點，升級
為入職「1 年、5 年、10 年、15 年、20 年、法定
退休」六個節點，每個節點都能享受到不同的實
物禮品或特色權益。由每隔 10年改為每隔 5年，
使關懷方案的覆蓋範圍大幅度提升，新增的「5
年、15年、法定退休」三個節點更側重於權益和
榮譽。據悉，在原有的三個節點中，員工入職 1
年可領取寓意「啟航」的周年紀念冊；10年可領
取寓意「十年有你，十分精彩」的鑽企鵝，以及
「十年長期服務假」；入職 20 年可以領取寓意
「時間和空間」的時光企鵝。
在新增福利中，「終身健康保障」是指在原 5
周年長期健康保障基礎上，另外再贈予入職 15
年員工一份終身健康保障的保險。而「可自主提
前解鎖長期服務回饋」，則讓持續服務 15 年及
以上的員工，當有了新的個人生涯規劃時可主動
申請解鎖這份「長期服務回饋權益」，權益執行
標準參照集團推出的「退休福利」。這意味着滿
足入職 15 年又尚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員工將
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前領取「退休大禮包」。

退休榮譽金可選年限金或股權

至於「退休福利」，員工在法定退休時，除了
國家發放的社保養老金，還可同時享有由公司提
供的定製紀念品、長期服務感謝金、退休榮譽金
三項福利。其中長期服務感謝金為 6 個月固定工
資；退休榮譽金共有「服務年限金」和「50%的
未解禁股票期權」兩個方案，體現為股權形式，
員工可自選其一。

投資理財

候美通脹數據 澳元料暫區間上落
金匯 動向
馮強
澳元上周五在 73.60 美仙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略為反彈，本周初受制 74.30 美仙阻
力走勢偏軟，周二曾回落至 73.90 美仙水
平。雖然部分美國聯儲局官員均於本周初
發出傾向明年加息的言論，但美元指數本
周早段反而連日下跌，周二更一度回落至
93.87 水平，主要是美聯儲上周會議僅作
出削減購債的行動，依然未有給出加息的
確實時間，加上美國本周三將公布 10 月
份通脹數據，部分投資者傾向觀望，抑制
美元指數表現。
據澳洲統計局數據顯示，9 月份零售銷
售按月上升 1.3%，不過卻是 4 個月以來首
次回升，而 9 月份就業職位則按月下跌
1.1%，連續兩個月下跌，數據顯示澳洲第
三季經濟將表現偏弱之際，澳洲央行上周
五公布的 11 月版貨幣政策報告已把今年
經濟增長預測下修至 3%，遜於早前 4%的

評估，預示下月 1 日公布的第 3 季經濟表
現將明顯轉弱。澳洲央行將今年及明年的
通脹評估分別上調至 3.25%及 2.25%，頗
為接近央行的 2%至 3%之間的通脹目標範
圍，顯示央行沒有急於加息傾向。隨着澳
元兌日圓交叉盤過去 1 周持續反覆下跌，
本周二更一度向下觸及 83.40 水平 4 周低
位，抑制澳元表現，預料澳元將暫時上落
於73.00至75.00美仙之間。

金價料反覆上行

美元兌瑞郎或續高位回調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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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紐約 12 月期金收報 1,828 美元，較
上日升 11.20 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企穩
1,812 美元水平走勢偏強，重企 1,820 美元
之上，周二曾向上觸及 1,828 美元水平 9
周高位。
美國將於本周三公布通脹數據之際，美 澳 元 ： 澳 元 將 暫 時 上 落 於 73.00 至
國 10 年 期 債 息 依 然 連 日 徘 徊 1.45% 至
75.00 美仙之間。
1.50%之間，未有迅速回升，有助金價進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 1,835 美元
一步上移。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上試
阻力。
1,835美元阻力。

金匯錦囊

美元兌主要貨幣在周初大多處於窄幅爭
持，市場人士在等待本周的美國通脹數據，
以獲得一些關於利率走向的線索。美國將於
周三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預計數據將
顯示美國 10 月份消費者物價急漲。上周各
國央行試圖回擊不斷上升的加息預期，導致
歐元和英鎊一度回跌。
美元兌瑞郎走勢，匯價於 9 月底升見至五
個多月高位 0.9368，其後則一直持續走跌，
至上周二創兩個月低位 0.9084，而技術圖表
見 RSI 及隨機指數仍然呈現下跌，預料美元
兌瑞郎短線仍有進一步下調壓力。當前一重
要阻力在 100 天平均線 0.9190，上周五已見
向上受制於此指標，若短線亦未能上破，估
計美元兌瑞郎又將續作下探。下一級支持參
考 0.90 關口以至 6 月低位 0.8924，進一步指
向 0.88 水平。至於較大阻力位回看 0.93 及
0.9350，較大阻力指向0.95水平。

澳元兌美元近日陷於窄幅盤整，在周一小
幅走升後，周二又回吐漲幅，大宗商品價格
下跌拖累，為商品貨幣帶來壓力。

澳元短線料回吐
市場預計澳洲央行從明年開始將有一連串
加息。而從技術圖表所見，自 11 月 3 日以
來，澳元一直在0.7359至0.7471美元的範圍
內交投。
另外，當前的重要障礙將會是目前處於
0.7560 的 250 天平均線，剛在 10 月下旬已是
連日止步於此指標下方，可留意在 7 月下旬
後，澳元就一直未能返回此指標上方，故需
慎防若在短線仍未能闖過，料澳元正醞釀着
回吐壓力；而 RSI 及隨機指數亦已明顯走
低，均反映着調整傾向。以自 9 月底以來的
累 計 升 幅 計 算 ， 38.2% 的 回 調 幅 度 為
0.7410， 50% 及 61.8% 的 幅 度 為 0.7360 及
0.7315 水平。其後較大支撐參考 8 月 20 日低
位 0.7107。至於向上較大阻力料為 0.7620 以
至0.7730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