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進一步推進數字人民幣應用，中

銀香港與中行合作在港率先推出數字人

民幣優先體驗活動。合資格客戶由即日

起至本月29日在「BoC Pay」成功登記

優先體驗活動後，可在數字人民幣（試

點版）App憑香港手機號碼開立並使用

中國銀行個人數字人民幣錢包。凡成功

參與優先體驗活動的客户，可獲得總值

100元的數字人民幣消費紅包，可在內

地支援數字人民幣付款的線下商戶、京

東購物商城（JD.COM）以及香港部分

U購select指定門店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中銀推數字人民幣優先體驗
測試日後在港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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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b)條，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申
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6(2K)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
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辦
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F)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
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
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
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
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hk/tpb/)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
交意見」。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的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
hk/tpb/)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
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
info.gov.hk/tpb/)。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
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
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頁，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頁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

展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KC/489 葵涌九華徑
測量約份第	4	
約多個地段
及毗連政府
土地

擬議綜合發展
包括分層住宅
及社區設施

申請人提交進一步
資料，包括經修訂
的排水影響評估、
環境評估及排污影
響評估、景觀及樹
木保育建議的更換
頁面、回應部門意
見，及作出技術澄
清。

2022年12
月28日

A/NE-
LYT/777

新界粉嶺龍
躍頭丈量約
份第83約地
段第1508號
A分段餘段

臨時公眾停車
場	 (只限私家
車)	(為期3年)

回應運輸署意見包
括提交新的交通行
車線分析圖和管理
措施及回應公眾人
士的意見。

2022年12
月28日

A/TP/684 新界大埔大
埔滘丈量約
份第33約地
段第1號、第
2號及第4號
至第8號和毗
連政府土地

擬議郊野學習
／教育／遊客
中心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
資料，包括回應政
府部門及公眾人士
的意見、經修訂的
園境設計總圖、及
排水影響評估、排
污影響評估、生態
影響評估和初步環
境評審報告的替代
頁。

2022年12
月28日

A/K14/820 九龍觀塘鴻
圖道73-75號

擬議略為放寬
地 積 比 率 限
制，以作准許
的辦公室、商
店及服務行業
和食肆用途

申請人於2022年
12月5日呈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應
部門及公眾意見，
經修訂的交通影響
評估、排污影響評
估、園景設計建
議、樓宇平面圖、
截視圖及圖解說
明。

2023年1月
3日

A/TM/575 新界屯門青
山村145號丈
量約份第131
約地段第792
號（部分）
和毗連政府
土地現有構
築物的地下

擬議靈灰安置
所

回應政府部門的意
見。提交一份私營
骨灰安置所管理方
案。

2023年1月
3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2年12月13日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昨日公
布，虛擬資產期貨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的統一保證金利率將設定為
30%，其他工具的統一保證金利率為
12%，維持不變。

證監明年3月推投資者識別碼
另外，證監會昨公布，香港投資者識
別碼制度將於2023年3月20日推出。

中介人須取得客戶同意，以符合證監
會的規定及相關的資料私隱法例，包括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證監會謹
此提醒投資者盡快就其中介人所提出的
相關要求作出回應。在香港投資者識別
碼制度實施後，如投資者不提供所需同
意，則只可出售現時持有的證券，而不
得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買入證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內地多品牌化妝品公司上美股份
（2145）昨日起至本周四公開招股，發行3,695.8萬股，其中10%
在香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25.2元至29.8元，集資最多約11
億元，以一手1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3,010.03元，上美股份預期
將於12月22日掛牌。聯席保薦人是摩根大通、中金公司及中信証
券。

思派健康入場費3757元
此外，騰訊（0700） 有份投資的思派健康（0314）昨日起至本
周四公開招股，發行約992萬股，其中10%在香港公開發售，招股
價為每股18.6元，集資約1.85億元，以一手200股計算，入場費約
為3,757.49元，思派健康預計將於12月23日掛牌，摩根士丹利及
海通國際為聯席保薦人。
另外， 吉利汽車（0175）早前宣布，計劃分拆旗下「極氪」品
牌獨立上市。路透社最新引述多名消息人士報道，極氪將尋求以逾
100億美元（折合逾780億港元）的估值，首先於美國上市，籌集
超過10億美元（折合逾78億港元），並已秘密提交上市申請，預
期最快將於明年第二季在紐交所上市。報道續指，極氪仍然會考慮
繼續推進在香港上市的計劃，但認為率先到美國掛牌將可獲得更高
的估值。

三新股首日表現迥異
至於昨日掛牌上市的三隻新股，分別是高視醫療（2407）、濠暻
科技（2440）與花房集團（3611）股價表現分歧。表現最好是花房
集團，昨收報3.15元，升0.35元或12.5%，以一手1,000股計每手
賬面賺350元（不計手續費）。高視醫療昨收報51.4元，無起跌。
表現最差是濠暻科技，昨收報2元，跌0.73元或26.74%，以一手
1,000股計算，每手賬面蝕730元（不計手續費）。

香港文匯報訊 耀才證券（1428）
昨宣布，受惠港股於11月由谷底強勢
反彈逾五千點，集團業績亦受惠水漲船
高，11月之未經審核稅後純利約為
6,900萬元，與10月的稅後純利約4,000
萬對比，升幅73%；今年10月及11月
未經審核綜合稅後純利合共約1.09億
元，與去年同期約8,500萬元相比，升
幅28%；及截至11月30日，客戶戶口
總數為541,267個。

券商汰弱留強潮未完
耀才指出，香港經濟於過去一年受盡
疫情折磨外，美國大幅加息拖累環球經
濟，令百業蕭條；港股因而也備受牽
連，本年成交持續萎縮，每日成交金額
跌至不足1,000億元，新股IPO大幅減

少，令證券行生意雪上加霜。在香港經
濟前景持續不景氣下，由2020年起至
2022年11月30日已有96間證券商宣布
結業，多間老牌券商亦敵不過時代巨輪
的洗禮，預期本年底仍有券商會遭淘
汰，「汰弱留強」的形態，相信仍是在
所難免。
耀才在港上市超過12年，在靜市中斥
巨資強化交易系統，並自行研發緊急防
斷系統，更推出切合時宜的產品（如：
「期貨一開五」賬戶等），成功吸納不同
類型的客戶。由於貫徹「淡市播種，旺
市收割」的經營理念，適逢11月港股成
交，在低位14,800點回升至近日接近
20,000點水平，投資者入市意慾大增，
每日成交金額超過2,000億元，從而帶
動集團在11月份創出亮麗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新鴻基地產及載通國際控股合作位
於觀塘巧明街98號、總樓面達115
萬平方呎的大型綜合商業項目
「The Millennity」現已落成，項
目獲多家國際知名品牌及跨國企業
預租，連同已有的創紀之城項目將
發揮聯動效益，成為九龍東的地標
商業地段。

商場規模與apm相若
「The Millennity」兩座大樓各

提供20層甲級寫字樓，總樓面約
65萬平方呎，其基座10層為大型
商場，設有綠意盎然的休憩空間，
商場佔地約50萬平方呎，規模與
apm相若。此外，項目地庫4層停
車場共設有近400個車位，當中配
備電動汽車充電系統。
新鴻基地產代理總經理（寫字

樓 租 務 ） 盧 經 緯 表 示 ，
「The Millennity」不但推動
使用電動汽車及可再生能
源，增設綠化休憩空間，更
將應用智能科技融入傳統的
建築程序中，以提升其建築
工地的健康和安全水平。項
目獲美國領先能源與環境設
計（LEED）及國際健康建築
標準認證（WELL）最高級別
的鉑金認證，同時獲得香港
綠色建築議會頒授的綠建環
評(BEAM Plus）新建建築的
鉑金認證。
新地亦積極引入嶄新科

技，提升整體物業管理水平。
是次新地投資超過二千萬元，為項
目「The Millennity」引進建築資
訊模型（BIM），構建高精確度的
立體幾何模型系統，將物業資訊數

碼化，從而獲得準確資訊，提升營
運效率，完善管理效能。往後，新
地將繼續積極投資商業項目，推動
社區發展，提升本港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悅琴)美聯儲局本周議息或
會再加息半厘，本港銀行都
有機會再加Ｐ，祥益地產總
裁汪敦敬昨表示，加息一定
影響樓市，相信早前金管局
放寬壓力測試要求，可以抵
消有關影響，加上本港息口
並無完全跟隨美國，暫時有
好多迴旋空間。
近月一二手樓交投十分淡

靜，有大型代理行出現裁員
潮，汪敦敬表示，目前旗下
分行數目維持在30多間，
並正在增聘員工，知道有同
行失業，他亦樂意合作，暫
時經營仍然理想，上月旗下
代理每人平均成交達到3.3
宗。

股市對二手樓影響大
汪敦敬認為，相比加息，

股市表現對二手樓市交投影
響更大， 十月中恒生指數
跌至萬五點以下時，最為影
響市場信心，但最近股市大
幅反彈，業主大幅劈價的情
況已減少，樓市氣氛正逐步
回復， 當中以一千萬元以
下的單位氣氛表現最好。
他相信，隨着樓價回落，
銀主盤數目仍然未見頂，
但毋須太擔心負資產急升，
皆因本港買樓借貸門檻較
高，亦有壓力測試。展望後
市，他指要視乎一手市場的
情況，並認為目前樓市短期
供應仍然緊張， 發展商有
條件不劈價開售，但相信開
價仍會較為貼近二手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
樓市下滑，但未影響政府及港鐵推
出項目招標的時間表。港鐵大嶼山
小蠔灣車廠上蓋項目「小蠔灣
（Oyster Bay）」，第1期昨日起
正式招標，截標時間為明年2月8
日，招標期長達2個月，較過往其
他港鐵項目為長。
市場消息指，由於港鐵一筆過就

整個小蠔灣車廠上蓋項目補地價，
故今次第1期招標不設補地價條
款，但規定發展商要提供一筆過12

億元的費用，以及負責興建平台、
商場、車站設施及部分車廠等。另
外，港鐵將保留6.74萬方呎的商
場。發展商須就分紅比例提交建
議，相信是中標與否的主要因素。

料提供2萬伙住宅
資料顯示，「小蠔灣（Oyster

Bay）」為港鐵未來幾年主要發展
項目，今年9月與政府達成原址換
地協議後，隨即火速安排推出土地
招標。預期建造新的小蠔灣站、重

置車廠、物業備置工程及地盤平整
工程的費用合共約360億元，可望
提供公私營房屋約2萬伙，約一半
是資助出售房屋。第一批居民最早
2030年入住，新鐵路站預計2023
年第3季開始建造，2030年底建成
及啟用。
測量師預測，大型規劃的第1期
一般被視作「開荒牛」，發展商出
價會較保守。據市場資訊，地皮估
值約42億元至65.6億元，每平方
呎樓面地價約3,200元至5,000元。

新股趕尾班車
上美思派健康齊招股

港股勁彈 耀才上月多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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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蠔灣車廠第1期招標 招標期2個月

觀塘The Millennity獲多家跨國企預租

中銀香港數字貨幣專項工作組副總
經理陳光表示，該行一向積極配

合內地和香港監管機構，開展數字人
民幣的技術測試工作，而是次向香港
客戶推出優先體驗活動，得以有效驗
證前期數字人民幣在港取得的階段性
技術成果。

已開通轉數快增值服務
陳光透露，在是次優先體驗活動

中，該行可為本地商戶提供港元清算
服務，方便商戶接受數字人民幣作為
付款方式，為日後內地人士在港使用
數字人民幣消費進行了模擬驗證，同
時亦支持本地客戶在內地指定電商平
台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支付，為網購
客群提供多元化的支付體驗。
中銀香港表示，該行在內地和香港

監管機構的支持下，已完成包括以轉
數快（FPS）增值數字人民幣錢包、數
字人民幣收單等多項基礎服務的開
發，共有200餘名來自中銀香港及其
他參與銀行的人員，已經率先完成了
兩輪技術驗證。該行期望可透過金融
科技和央行數字貨幣，進一步優化跨
境支付體驗，為內地和香港居民跨境
消費等業務場景提供更為便利的支付
服務。

內地累計試點交易達千億
香港是內地以外的首個數字人民幣

跨境試點的地區，中國人民銀行數字
貨幣研究所今年10月曾披露數字人民
幣試點進展情況，指出數字人民幣在
批發零售、餐飲文旅、教育醫療、公
共服務等領域已形成一大批涵蓋線上

線下、可複製可推廣的應
用模式。截至2022年8月
31 日 ， 內 地 15 個 省
（市）的試點地區累計
交易筆數3.6億筆、金額
1,000.4億元，支持數字
人民幣的商戶門店數量
超過560萬個。另外，
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
已在政府補貼、零售
營銷、預付資金管理
等領域成功應用。
人行的文章還提

到，已啟動內地與香港跨境支
付技術測試，探索數字人民幣系統與
香港本地「轉數快」快速支付系統的
互聯互通，支持香港當地居民和商
戶的港幣結算需求。

◆ 合資格中銀客戶
可在「BoC Pay」
登記優先體驗活
動，率先試用數字
人民幣。

虛擬資產期貨ETF保證金利率為30%

◆◆ The MillennityThe Millennity現已落成現已落成，，兩座大樓兩座大樓
各提供各提供2020層甲級寫字樓層甲級寫字樓，，基座基座1010層為層為
大型商場大型商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