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國銀保監會
公布今年首3季內地銀行業保險業主要監管指
標，其中商業銀行利潤保持增長，以及信貸資產
質量總體穩定。數據顯示，今年首3季，商業銀
行累計實現淨利潤 1.7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2%。截至第三季末，商業銀
行不良貸款餘額3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373億
元，至於不良貸款率1.66%，較上季末下降0.01
個百分點。

關注類貸款餘額4萬億
截至第三季末，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餘額為6.1

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1,285億元；撥備覆蓋率為
205.54%，較上季末上升1.75個百分點；貸款撥備
率為3.41%，較上季末上升0.01個百分點。期內商
業銀行正常貸款餘額177.5萬億元，其中正常類貸
款餘額173.5萬億元，關注類貸款餘額4萬億元。
資本水平方面，截至第三季末，期內商業銀行

（不含外國銀行分行）資本充足率為15.09%，較
上季末上升0.21個百分點。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12.21%，較上季末上升0.13個百分點。核心一級
資本充足率為10.64%，較上季末上升0.12個百分
點。
流動性水平方面，截至第三季末，商業銀行流動

性覆蓋率為142.68%，較上季末下降3.62個百分
點；流動性比例為61.66%，較上季末下降0.61個
百分點；人民幣超額備付金率1.56%，較上季末下
降0.11個百分點；存貸款比例（人民幣境內口徑）
為78.65%，較上季末上升0.21個百分點。

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增5%
另外，內險方面，截至第三季末，保險公司原

保險保費收入3.8萬億元，同比增5%。賠款與給
付支出1.1萬億元，同比降0.97%。期內保險公
司總資產26.7萬億元，較年初增1.8萬億元或
7.3%。

內地商業銀行
首3季淨利升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以視頻
為「大灣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峰會」
致辭時表示，政府將擴大綠色債券的
發行，5年內總發行量增加5倍以上。

去年發行額佔亞洲三分之一
他指出，去年在港發行的綠色和可
持續債務，包括債券和貸款總額達566

億美元，是2020年的四倍，其中綠色
和可持續債券總額達313億美元，佔亞
洲區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市場的三分之
一，可見香港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
發展前景非常廣闊。
未來政府將圍繞三個方面發展，分

別為綠色債券市場發展、人才培訓及
發展碳市場，構建綠色金融生態圈，
並將擴大政府綠色債券的發行，在

2021至2022年度起的5年內，總發行
量比之前增加5倍以上。

預留2億推3年金融培訓計劃
在人才培訓方面，政府已預留2億

元，推出為期三年的「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培訓先導計劃」；在發展碳市場
方面，香港交易所推出自願碳交易平
台Core Climate，參與者可利用平台交

易優質的自願減排量，促進資金流向
綠色項目，是鞏固香港作為亞洲綠色
金融中心地位的關鍵一步。
香港具有國際金融中心優勢，許正

宇認為可引導國際資金配對優質綠色
項目，積極貢獻國家的「3060」碳達
峰、碳中和，同時全力推動香港邁向
205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推動經濟向
綠色轉型。

高交會逾20香港機構及企業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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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中國科技創新、

高質量和綠色發展等，而前日開幕的高交會上，

香港貿發局和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組織逾20個研究機構

和企業參展均體現這一精神。他們展示了無人駕駛物流

車，其中港企「一清創新」現在累計落地內地和香港園

區的應用場景有100多個；香港汽車科技研發中心正在

路測大型物流新能源車，可以更好

地適合香港地形，助力香港物流貨

運的綠色發展。至於港企推出的心

率算法芯片和元宇宙應用也在大力

拓展大灣區和內地市場。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每年的高交會，香港是一支重要的參與力量，近幾年除貿
發局組織眾多港企拓展內地機遇外，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更

是每年組織20多家企業獨立組館展覽，足以看出香港研發機構和
企業對高交會和內地市場的重視。而高交會展覽交易平台讓他們嘗
到合作發展的甜頭。

特區政府5研發中心參展
香港貿發局深圳首席代表曾沂靖表示，這次貿發局得到香港創新
科技署的支持，他們帶了汽車創新科技、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
發中心和納米等5家政府研發中心一起參展，希望推廣香港研發成
果，通過高交會平台和大灣區以至內地廣闊的應用市場進行對接，
幫香港研發機構和企業科研產品在大灣區實現產業化。
曾沂靖告訴記者，此次高交會香港5家研發中心推出綠色環保、創新

等成果，剛好契合中共二十大精神。其中，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推
出的「Green Machine」是用水熱處理方法分離和回收廢舊混紡滌
棉，分離的滌綸纖維可以重新用來紡紗，從棉分解出來的纖維素粉末
可轉化成紡織用的功能性處理物料或原材料，甚至農耕用的補水劑。
隨着全球廢舊物品大量增加，這項技術將可促進循環利用和綠色環保。

勾斗車充電1小時行200公里
另外，曾氏又介紹香港汽車科技研發中心推出的大型新能源貨車
「16噸純電動勾斗車」，只需充電1小時，便可行駛200公里，適
用於長距離行駛。集成的馬達控制器和模塊化設計的電池組可以進
行微調，以適應香港地形及內地各處不同的行駛距離和路面坡度
等。最近勾斗車正在環境保護署和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進行路面試
行，預計將可應用於大灣區的跨境物流和城市垃圾處理等。
由香港科大教授劉明創辦的一清創新此次展示智能無人駕駛物流
車，吸引許多觀眾眼球。該公司展覽負責人任小姐表示，其自主研
發「夸父」系列多功能無人車，具備L4級別無人駕駛能力，可功
能化定製為快遞車、物流車、零售車及安防車等多種類型，最大運
載量達3噸，可按照規劃路線進行點到點自動運輸，目前已批量化
生產，可以令效率提升一倍，成本節省五成。
該車採用高度集成的模塊化設計，運用多傳感器融合、二類商用車
線控底盤，可在公共道路上完成複雜場景的自動駕駛任務，包括處理
變道、識別紅綠燈、窄道會車、避障、自動規劃路徑及避讓行人等事
宜。目前，該車已在深圳富士康園區、山東淄博工業園區和香港沙田
大學園區等100多個場景應用，累計安全行駛超100萬公里。

元宇宙啟沉浸式購物體驗
而元宇宙作為目前國內外發展的熱點，此次參展雲影天光總經理
張立岡表示，今年很高興通過高交會來大灣區拓展機遇，公司主要
研發視頻AI，包括元宇宙、虛擬人的應用，其推出的雲匯聚系統主
要是幫會議會場打造在線的會議交流，並還加入一些元宇宙的應
用，包括與文旅商圈的合作，幫助一些品牌打造在線元宇宙發布
會，應用商城已有一些合作，讓顧客進入虛擬商城，可以進行沉浸
式購物體驗。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香港特區
政府駐深聯處副主任
伍謙誠昨日在高交會
上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此次高交會，由工

貿署「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撥款資助的「香港科
創展區」開幕，正好展示特區政府促進創科企業
進一步發展。特區政府將會積極向內地和海外推
廣香港的新機遇，配合50億港元「策略性創科
基金」以及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促
進科技產業發展。
他說，國家「十四五」規劃強調要加快建設科
技強國和製造強國，並確立香港「八大中心」定
位，包括「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全速引領香

港實現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今年10月香港特區
政府行政長官發布的施政報告，宣布會在今年內
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加上從透過完
善創科生態圈、壯大創科人才庫、建設智慧香港
以及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四大發展方向，推
進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

籌劃藍圖推進高質量發展
伍謙誠續稱，香港正迅速發展成為科技初創企
業樞紐，香港除有多所高水平大學及研究機構
外，金融、商務、法律及知識產權等行業發達，
還具備完善的市場環境和高度國際化的資本市
場，有條件成為國家科技創新合作與人才引進聚
集的樞紐。香港穩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亦有
效保障研發成果的專利，可以協助國家培育專利
密集型產業。

此次高交會，他認為，香港眾多參展企業可以
把研究發展成果變成一個產品和進行市場推廣。
港企憑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以及連
繫全球的商業網絡，加上政府提供的配套支持，
具備優越條件研發及創新，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
重要動力。

搶商機 政府資助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在此
次高交會上，港企衛保數碼展館負責人賀先生表
示，公司主要做人體生理傳輸的監測技術，在香
港研發的心率算法芯片，顧客通過佩戴耳機，可
以提供高精準度的人體數據，包括動態心率、血
氧、核心體溫、呼吸率、焦慮、心肺功能、心率
恢復率、靜止心率、動態數據以至打鼻鼾聲等。

他說，這個比手腕更精準，這些檢測技術都經
過國內外多個臨床的測試，包括深圳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此技術目前已被授權於
多個國際耳機品牌，包括飛利浦、哈曼JBL及先
鋒，也提升不少內地耳機工廠的附加價值，為產業
打好應對蘋果公司即將推出的健康耳機之能力。目
前該產品技術融合耳機裏，已在內地大量銷售，每
年銷量高達100萬件以上。

微名片跨平台 成就大生意
另一邊廂，深圳雲數科技CEO莊嚴表示，由於
互聯網改變社會，以往經常使用的名片已越來越
少見了，都是見面掃微信加好友。為幫助用戶更
好地管理朋友信息，此次他們帶來微網空間技
術，令小名片成就大生意，貫穿從傳統業務的數

字化導入，到新產業大
數據輸出，同時兼顧
個人和企業服務的
SaaS平台。
他稱，他們開發

的朋友信息管理系
統微網空間以顛覆
傳統行業習慣，使電
子名片，或微名片
vCard成為追求個性、
追求時尚的ICON，成為大量業務的流量來源。微
名片便於追求快捷高效和綠色商務服務，作為微網
空間的前端產品，用戶通過二維碼分享，做到兼容
所有社交網絡，包括微信、Whatsapp及Line等，
其還包括多語言平台界面，多貨幣結算等。

戴耳機 身體狀況全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政府
早前公布將會放寬舊樓強拍門檻，建
議由八成業權降至六至七成業權。發
展局昨日正式就相關建議細節向立法
會呈交文件。當中提到將成立專責辦
事處協助小業主爭取權益，並容許小
業主可繼續居住至一個指明時限。此
外，亦列明日後將精簡適用於「齡
期」或「維修狀況」並無爭議案件的
程序，以及詳列相連地段的各項申請
強拍條件。政府目標明年下半年向立
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協助提供獨立第三方估值
發展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日後

將會設立專責辦事處(辦事處)，協助受
影響業主了解權益。局方指，留意到不
少小業主缺乏知識或途徑得到支援服務
以保障自身合法權利，專責辦事處將會
在強拍的不同階段為小業主提供一站式
支援服務。又預期辦事處會透過委聘不
同機構及/或與專業團體合作。
在強拍早期階段，辦事處會提供初

步專業諮詢服務，包括協助提供獨立

第三方估值作為參考。如進入強拍訴
訟，辦事處會協助他們獲取專業/專家
服務。雖然小業主因委聘專業及專家
服務而招致的合理費用，通常會在聆
訊完結後由申請人按審裁處的命令付
還，但小業主可能因資金流的問題而
未能墊支有關費用。就此，辦事處可
為合資格的少數份數擁有人提供臨時
貸款，他們可在審裁處於強拍聆訊完
結時作出訟費令後償還貸款。
此外，鑑於一些小業主（特別是長

者）在訴訟期間可能有情緒需要，辦
事處會委託非政府機構提供輔導支援
服務。強拍完成後辦事處可協助有需
要人士另覓居所及遷離，類似的遷離
協助亦會提供予租客。

業主允交租居住一定時限
現行《條例》雖然已有條文容許租

客在地段售出後不遲於6個月交回物業
在空置情況下的管有，但對可能仍居
於物業的小業主卻沒類似條文。雖然
在地段售出當日，自住業主已喪失相

關業權。因此，政府建議修例，容許
小業主可繼續居住在物業內直至一個
指明時限（如六個月，以向現時給予
租客的緩衝期看齊），期間須受若干
條件約束，如支付類似「市值租金」
的合理款額，以及就公用設施支付合
理款額。

精簡「齡期」「維修狀況」程序
此外，政府亦列明日後將精簡適用

於「齡期」或「維修狀況」並無爭議
案件的程序。截至今年9月，審裁處就
163宗強拍申請頒下的書面判決中，小
業主沒有就「齡期」或「維修狀況」
提出爭議的案件佔比達九成。為精簡
法律程序，政府認為應免除申請人需
製備以及審裁處需審閱「齡期」及
「維修狀況」報告的責任，並考慮此
項建議只適用於樓齡不少於50年的樓
宇；以及受強拍申請影響的所有少數
份數擁有人已被尋獲，並已給予書面
同意，以確認對地段重新發展並無爭
議的情況。

強拍將放寬 設辦事處保障小業主

許正宇盼綠債5年增發5倍

港企深圳展創新力量港企深圳展創新力量

◆政府早前建
議放寬舊樓強
拍門檻，由八
成業權降至六
至七成業權。

資料圖片

◆香港貿發局深圳首席代表曾沂靖
表示，香港科研機構和企業十分看
好高交會帶來的機遇。

◆雲影天光總經理張立岡表示，今
年很高興通過高交會來大灣區拓展
機遇。

◆深圳雲數科技
CEO莊嚴

◆香港特區政府駐深
聯處副主任伍謙誠

◆◆香港館有多個研發中心參展香港館有多個研發中心參展。。

◆◆眾多人士參觀心率算法芯片的展位眾多人士參觀心率算法芯片的展位。。

◆衛保數碼展館負責人賀先生表
示，公司主要做人體生理傳輸的監
測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