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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址：香港灣仔駱克道234號

 截止㈰  (必須透過電子招標平台提出，請勿透露公司㈴稱等㈾料)

4) 收標㈰期、時間 ： 由2022年2㈪28㈰㉃2022年3㈪4㈰

本大廈已參與市區重建局「招標妥」及「消防安全工程㈾助計劃」進行大廈維修工

程，現誠邀具㈲相關工程經驗及具備『認可㆟士』專業㈾格之工程顧問參與投標。

https://smarttender.brplatform.org.hk

㈲關此招標㊠目的投標㈾料如㆘:

1) ㆘載標書期 ： 由2022年1㈪17㈰㉃2022年3㈪4㈰㆘午5時或以前

2) 申請招標澄清 ： 2022年2㈪9㈰㆘午5時或以前 

3) 招標澄清㈰ ： 2022年2㈪18㈰㆘午5時或以前

㆖述之招標程序已安排於市區重建局的電子招標平台進行，已於電子招標平台登

記之工程顧問請登入以㆘網址查閱㈲關此招標㊠目的㈾料:

 及㆞點  ㆘午5時正或以前將邀請投標信件內要求的㈾料及已填妥

的標書密封，並交往㈨龍大角咀福全街6號1樓「巿建㆒

站通」之標書收集處內；

    [收標時間是星期㆒㉃㈤㆖午10時㉃㆘午5時(星期㈥、㈰

及公眾假期㉁息)]

5)截標㈰期及時間 ： 2022年3㈪4㈰ ㆘午5時正

6)備註 ： 工程顧問/承辦商成功註冊及啟動帳戶後才可參與投標，

如工程顧問/承辦商未曾於電子招標平台登記但㈲意參與

投標，請盡快在電子招標平台之完成網㆖登記程序。請緊

記，市區重建局審核申請程序需時，敬請預留充裕時間作

出申請。在㆒般情況㆘，由工程顧問/承辦商交齊所需文

件及㈾料起計，市區重建局在7個工作㆝內會完成處理㈲

關登記及註冊程序。

駱克道234號業主立案法團

招聘『工程顧問 (認可人士)』進行大廈維修工程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1849440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2/01/06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2022/01/06

Voluntary Liquidator
(Sgd) CHENG KA FONG

ZHEJIANG EAZY PHARMCHEM CO., LTD.

【香港商報訊】財政預算案將於下月發表，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表示，近月就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進行諮詢，社會對是否再派發電子消費券等意見不
一。任何紓困措施一旦 「力求精準」聚焦某群目標受
眾，便容易因 「差異待遇」而引起反彈。

財爺寫道，去年財政預算案推出電子消費券，受廣
大市民歡迎，也大大推動香港電子交易系統普及，在
近月的財政預算案諮詢中，不少朋友建議下一份財政
預算案，繼續派發電子消費券，但也同時有反對聲
音，認為涉及金額龐大，應該將公共資源更具針對性
地運用；他又表示，有持份者希望預算案延續過去被
稱作 「派糖」的一次過紓困措施；但也有意見認為退
稅、退差餉等措施只惠及收入較高、擁有資產的一
群，或許會造成另類不平均。

陳茂波認為，如果措施做到 「普遍受惠」，亦有機
會被視為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不足。如果能在大家都比

較接受的範圍內爭取較理想效果，需要更好的平衡、
更好的解說，也需要大家的諒解。

今年財政赤字壓力緩和
他重申，受惠於出口表現強勁，本地疫情大致穩定

受控，內需動力持續恢復，加上電子消費券發放令私
人消費開支錄得可觀增長，而私人投資亦顯著增長，
這些因素支持去年經濟增長可達6.4%，結束了之前兩
年的衰退走勢，失業率亦持續回落至4.1%。

財政方面，在即將完結的2021/22財政年度，財政
赤字原估計為1016億元，如果扣除發債、房屋儲備金
及未來基金投資回報的回撥等因素，則赤字更高達
1800億元。不過，受惠於經濟穩步復蘇，加上市場對
樓市前景偏向正面，賣地收入及發展商補地價的金額
遠高於預期，而樓市及股市交投暢旺亦令物業及股票
印花稅收入比預期理想，這些收入都大幅度緩和了今

年度的赤字壓力。
他表示，新一個年度經濟展

望基調不俗，最大的變數和障
礙是困擾了兩年的新冠疫情變
化，必須合力全面配合防疫控
疫的工作，力求達致動態清零
的目標，創造恢復與內地通關
的有利條件，才能在安全環境
下，讓經濟有最大程度的恢
復。

他指出，過去幾年的經驗讓
他體會到，即使面對同一個問
題，不同人對解決問題的思路
卻可以非常不同，很多時候未
必能達到一致共識。只能多作解說，在尋求大多數市
民支持的同時，也希望持不同意見的朋友能理解。做

決定後，盡一切力量將事情做好，用結果爭取大家的
認同。

李律仁倡港作國家虛擬資產試點

元宇宙概念股
艾德韋宣發力向上

語意網發展潛力大

責任編輯 黃兆琦 韓濠昕 美編 張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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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倘能完善法規追上需要

冀「ETF通」納國際產品才開通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陳茂波：就再派消費券徵意見

映築超購逾10倍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
軒報道：不少外國央行和金
融監管機構正大力發展虛擬
資產及制定相關規管，金發
局主席李律仁接受本報視像
專訪時稱，虛擬資產可為香
港發展金融科技帶來機遇，
香港可先在反洗錢、證券法
以及稅務法例三方面下工
夫，盡可能追上發展虛擬資
產的需要。他認為，香港特
區可作為國家發展虛擬資產
的試點。

李律仁建議，香港可在反洗錢、證券法以及稅務法例三方面
下工夫，以追上發展虛擬資產的需要。 資料圖片

在網絡化的時代下，當我們遇到困
難要解決，或想知道任何事物，上網
搜尋已經成為習慣。

然而，搜尋引擎雖然方便，現今最
常碰到的問題，就是在搜尋引擎打入關鍵字做資
料搜尋時，很容易找到許多不相干的資料。原因
是因為搜尋引擎搜尋是利用關鍵字去資料庫做資
料比對後，再將資料找出來，但是電腦本身並不
了解搜尋者輸入的關鍵字所代表的 「語意」為
何。

若能將現有網站的資料轉換成電腦可讀的格
式，讓電腦能夠了解人所輸入的語意為何，並讓
電腦與電腦或電腦與人能做某種程度的溝通的
話，就應該可以解決許多這些問題。

將成為Web 3.0
因此， 「語意網」的構想開始被提出。語意網

絡的概念，是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發
明人提姆．伯納斯李早在 1998 年最先提出的，也
是他坐鎮指揮的全球資訊網聯盟內部開發出來的
產物。在 2005 年接受採訪時，他更認為語意網是
心目中的Web 3.0。

語意網的概念，是希望將網絡上現有的資料轉
換為讓電腦可讀。由於現有的網站大多都是由
「人」去撰寫 「HTML」，進而顯示資料方便給
「人」閱讀，但實際上電腦根本不了解網站內的

資料代表什麼。舉一個
實例來說，天文台網站
提供很多數據資料，例
如溫度、濕度、風速等
等相關數據。但是這些
資料都是給人去看的，
電腦本身不了解那些數
字分別代表的是什麼，
就只是純顯示資料而
已。

在 推 廣 語 意 網 時 ，
提姆．伯納斯李也不
斷強調一個思想，那
就是網絡應該 「去中
心化」。近年來，區
塊鏈與比特幣強調不
依賴中央機構發行新
貨幣、維護交易，用
數 位 加 密 演 算 法 等
等，語意網的發展潛
力亦日漸增大。

英國切斯特大學金融
科技及數據分析教授

梁港生

踏入 1 月份，泛時尚品牌數據互動
營銷集團艾德韋宣(9919)股價節節上
升，此前其以戰略投資方式入股為快
科技集團，並與為快集團旗下公司北

京為快科技達成戰略合作協議，成立合資公司，
共同推進 VR+(虛擬實境)泛時尚數據互動產業，
開創泛時尚界內首家元宇宙營銷業務公司，以及
透過完美結合虛擬場景與現實場景，打造元宇宙
營銷生態圈。艾德韋宣將擁有該合資公司 51%股
權。

根據此戰略合作，訂約雙方將共同於中國從事提
供元宇宙數位化營銷模範的業務。合資公司致力拓
展VR營銷業務模式，進一步結合VR科技，並應
用於體驗營銷、數字及品牌溝通以及IP(知識產權)
運營業務等方面，逐步實現實時全數據回饋、多維
度分析，以至高品質的內容開發，助力客戶把握元
宇宙市場營銷需求。

入股VR科技公司為快科技
為快科技是全球VR內容行業的領軍企業、國家

高新技術企業、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騰訊(700)
5G生態合作夥伴及福布斯亞洲榜單唯一上榜的VR
科技公司。董事會相信有關合作將可進一步推動公
司元宇宙新業務落地，並豐富服務組合，以滿足品
牌客戶多樣化的營銷需求。

集團在鞏固原有業務優勢的同時，全新戰略升級
為時尚品牌數據互動營銷集團，三大業務板塊協同
發力，驅動實現線上＋線下全方位戰略升級。集團
還推出媒體多頻道網絡服務、Activation Labs等服
務。艾德韋宣現正朝歷史高位2.03元水平進發，投
資者不妨趁低吸納。

高寶集團證券執行董事 李慧芬

市場
慧眼

計出
新角度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上周末新盤焦點
在恒地(012)與市建局合作發展的長沙灣映築上。據
恒基物業代理有限公司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昨日
表示，映築自 14日開放展銷中心，至昨日下午 3時
30分，不足兩天錄得約764票登記數字，超額認購逾
10倍，反應踴躍。

兩天入票人士中，以用家為主，當中約10%至15%
為投資者。映築最快本周末開售，項目料短期內加
推。加推單位料繼續以2房戶為主，暫未有考慮加推
3房單位，至於特色戶，將以招標出售機會較大。

受新一波疫情爆發影響，一手新盤銷情遇冷鋒。美
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接受本報查詢時透露，
周六一手新盤成交 21 宗，周日成交 10 宗，合共 31
宗。其中，新地(016)屯門御海灣售出15伙，佔成交
總數約一半。

御海灣售出15伙
御海灣周六推售22個單位，涉及開放式至2房戶，

實用面積 255 至 448 平方呎，折實售價 493.08 萬至
903.79萬元，折實平均呎價20422元，折實市值近1.5
億元。布少明表示，目前市場還是追捧 「北部都會
區」概念，而其他貨尾賣得 「唔係咁好」。

另外，市場有消息指，會德豐旗下新盤或因Omi-
cron疫情押後推盤部署。啟德MONACO MARINE
原定1月10日至14日期間公布全新銷售部署，惟最
終未有任何新動向。項目2021年12月初已獲批預售
樓花。

西方市場已經開始發展虛擬資產，目前全球虛擬資
產的總量已達到倫敦證券交易所(LSE)的市值。相對而
言，有意見認為，內地對待虛擬資產是 「先行禁止，
然後完善規管」才發展。

「香港各界應對虛擬資產抱寬鬆和擁抱的態
度。」李律仁如是說。他認為，當前虛擬資產市場狀
況， 「猶如20年前互聯網興起時一樣」。

港有能力應對泡沫爆破
李律仁稱，虛擬資產是區塊鏈的 「骨幹」，若香港

接受虛擬資產並加以掌握，不僅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幫
助，假如懂得區塊鏈的人才同時匯聚香港和深圳，5
至10年後香港將極具潛力成為創科之都。他認為，香

港在發展虛擬資產時有條件仿效海外市場，而且也可
以 「一國(國家)兩制(兩種虛擬資產制度)」。

過去一段時間，不少加密貨幣曾經歷瘋狂炒作後，
再經歷泡沫爆破。李律仁認為，極具潛力的投資產品
一定具有泡沫成分，但不能說 「有泡沫便不能做」，
「也不要忘記，倫敦及荷蘭兩個股票市場，皆曾經歷

泡沫」。他相信，香港投資者是全球最成熟的一群，
應該具備應對泡沫的條件。

數字貨幣發展摸石頭過河
另外，對於金融管理局就數字貨幣作出研究，李律

仁相信，相關的技術問題可以解決，惟 「問題是，若
香港發行數字貨幣，能否在國際之間流通」，此舉涉

及清算及基建，屬相當巨大的構建，必須小心而行，
要有 「摸石頭過河」的心態。

「當前香港除了乘搭的士須使用現金外，進入食肆
和便利店都可使用電子支付系統。」李律仁說，未來日
常生活當中，須使用現金的機會將越來越少，相信數
字貨幣最終可以在港實行，只是 「需要時間」。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市 場 憧 憬
「ETF(交易所買賣基金)通」可於今年落實。然而，金

發局主席李律仁稱，除非 「ETF通」容許內地南下資
金購買國際 ETF，否則帶來的商機並非各界想像般
大。他認為，內地資金不會到香港買內地ETF，反而
期待在港購買日本ETF，甚至整個亞洲的ETF，若日
後公布的細則未有容許購買國際ETF，倒不如暫緩實
施。

去年10月開通的 「跨境理財通」有利 「粵港澳大灣
區」居民進行資產配置，惟目前仍只局限於投資中度
和低度風險資產。正如李律仁指出，在合乎程序下，
香港銀行可在港進行高風險資產交易，但面向香港以
外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客戶時，銀行並不可進行

高風險資產交易。

盼跨境理財通納高風險資產
李律仁認為，隨銀行界對運作越趨熟識，可以逐

步把投資標的擴至高風險資產。他相信，隨市場發
展，未來不少銀行估計會自行重新評估旗下產品的風
險級別， 「高風險的(產品)或會被重新評為中風
險」。他又認為，各界今後應就 「跨境理財通」多作
宣傳，同時應將工作的重點放在落實的過程之上。

另外，港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實施嚴格檢疫及防疫
措施。李律仁強調， 「抗疫比金融大得多」，採取什
麼防疫措施，超越了金融業的知識， 「若科學告訴大
家要調整隔離措施，從而方便香港與國際交流的話，
不妨積極考慮」。他續說，事實上香港抗疫兩年仍可
與國際社會交往，不認同當前港府的抗疫政策，是

「自絕於國際社會」。
他又透露，已預約本周
接種第三針疫苗，並呼
籲各方鼓勵家中長者接
種疫苗。

去年財爺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給市民，受港人高度肯定。 資料圖片

李律仁訪問概要
論虛擬資產

香港可作為國家發展虛擬資產試點，應抱 「寬
鬆」 和 「擁抱」 的態度。

論數字貨幣

屬相當巨型的構建，須小心而行，要有 「摸石
頭過河」 的心態。

論互聯互通

隨銀行界對 「跨境理財通」 越趨熟識，相信應
逐步把投資標的，逐步擴至高風險資產。

除非日後落實的 「ETF通」 容許內地南下資金購
買國際ETF，否則ETF通所帶來的商機，並非各界
想像般大。

論抗疫政策

香港抗疫兩年但仍可與國際社會交往，不認同當
前港府的抗疫政策是 「自絕於國際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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