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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部署加力支持就業創業政策

人行推數字人幣電子支付電子支付互聯互通
統一二維碼制實現「一碼通掃」加載智能合約降低違約風險

習近平就朝鮮國慶74周年向金正恩致賀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9 月 9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朝鮮
國慶74周年向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
金正恩致賀電。
習近平指出，74年來，朝鮮人民緊密團結在朝

鮮勞動黨周圍，砥礪奮進，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

業取得重要成就。近年來，在朝鮮勞動黨八大確
定的方針政策指引下，朝鮮人民在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方面不斷取得新成果，並成功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作為好同志、好鄰居、好朋友，我們對
此感到由衷高興。相信在總書記同志和朝鮮勞動
黨領導下，兄弟的朝鮮人民一定能夠推動朝鮮社

會主義事業實現新發展、邁上新台階。
習近平指出，中朝兩國山水相連，傳統友誼歷

久彌堅。我同總書記同志就規劃兩黨兩國關係發
展藍圖、充實中朝友誼時代內涵達成一系列重要
共識。中朝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兩國交流合作持
續推進，雙方在彼此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

彰顯了中朝傳統友誼的蓬勃生機。
習近平強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
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中方願同朝方保持戰略
溝通，加強協調合作，共同維護好、鞏固好、發
展好中朝關係，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地
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作出貢獻。

◆202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公布
首批數字人民幣試點城市，包括深
圳、成都、蘇州和雄安新區。

◆2020年10月，試點城市增加上
海、海南、長沙、西安、青島、大連
和北京冬奧會場景等。

◆2022年 1月 4日，數字人民幣
App（試點版）正式上線。

◆2022年3月，新增天津、重慶、
廣州、杭州等第三批試點城市，試
點城市增至23個。

◆截至2022年5月31日，試點地
區通過數字人民幣累計交易筆數
約為2.64億筆，金額約為830億
元，支持數字人民幣支付商戶門店
數量456.7萬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范一飛在演講中表示，數字人民幣作為人
行貨幣支付體系的重大創新和升級，在

技術和業務模式上都有很大的調整，一個突
出方面就是可編程性，通過加載智能合約實
現定製化支付。數字人民幣在此方面具有突
出優勢，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已在消費紅
包、政府補貼、零售營銷、預付資金管理等
領域成功應用，取得良好效果。
「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要在支撐數字經濟

發展、服務營商環境建設和提升數字化治理
能力方面切實發揮作用。」范一飛指出，智
能合約疊加數字人民幣，有利於提升交易透
明度，並降低履約成本和違約風險，有利於
消費者權益保護、企業降本增效和監管能力
優化。

新產品「元管家」可防商戶「跑路」
不過范一飛也強調，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

要注意制度銜接和剩餘風險防範，「智能合
約並不能消除各行業的原生風險，要加強與
相關行業管理部門和司法部門的溝通協調，
共同探討業務剩餘風險管理問題。」
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在當日論壇上對

外發布了首個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預付資金
管理產品「元管家」。中國教培、健身、美
容美髮等行業常採取預付消費方式，針對近
年來頻發的預付資金類商戶捲款跑路、侵害
消費者權益問題，「元管家」在數字人民幣
的錢包上部署智能合約，在預付消費服務場
景提供防範商戶挪用資金、保障用戶權益的
解決方案。
另外，由於中國支付體系的二維碼制不統

一，一直存在支付壁壘，數字人民幣與微
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機構如何互聯互
通，備受市場關注。范一飛在演講中表示，
在移動支付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更加需要
打破支付工具之間的壁壘，提升資金管理效
率和消費者支付體驗。

加快推進數幣體系標準化建設
「在推進數字人民幣生態建設方面，受理

環境和應用場景拓展亟待破局，其中標準的
統一和規範是關鍵所在，要從信息交互、業
務流程、技術規範等維度加快推進數字人民
幣體系的標準化建設。」范一飛表示，具體
來講，要推動數字身份、報文規範、二維碼
制、藍牙和NFC等方面規範和標準的統一，
實現數字人民幣體系與傳統電子支付工具的
互聯互通，讓消費者可以「一碼通掃」，商
戶也不用增加成本即可支持各類支付工具。
此外，為避免用戶信息洩露，消除數據安全
隱患，也需要統籌組織各方對相關技術進行
升級加固，提升安全防護水平，保障支付的
安全便捷。
數字人民幣自2020年4月啟動首批試點，

目前已有15個省（市）的23個地區和10家
運營機構參與研發試點。在最初通過發放消
費券吸引用戶之後，數字人民幣引入智能合
約技術，其試點應用場景也從購物、餐飲、
出行、生活繳費等消費場景，擴展到消費分
期貸款、理財、保險、中小企業貸款、工資
發放、稅費繳納等場景。中國人民銀行在年
中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有序擴大數字
人民幣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數字人民幣試點啟動逾兩年，官方

最新透露數字人民幣創新發展的兩個新方向。中國人民銀行（人行）副行

長范一飛8日在2022年第二屆中國（北京）數字金融論壇上指出，要推動

數字人民幣創新應用，通過加載智能合約實現定製化支付。此外，人行有

意打破支付壁壘，將推動數字身份、報文規範、二維碼制、藍牙和NFC

（近距離無線通訊）等方面規範和標準統一，實現數字人民幣體系與傳統

電子支付工具互聯互通，讓消費者「一碼通掃」。

◆ 中國數字人
民幣試點啟動逾兩
年。圖為遊客在北京
遊樂園體驗使用數字
人民幣消費。

資料圖片

定製化支付可豐富應用場景
中國推動數字人民幣加載智

能合約，來實現定製化支付。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張明對此指出，數字人民幣的
一個獨特特點是，具有條件支

付和擔保支付功能，可以在安全合規的前提
下，根據交易雙方商定的條件、規則進行自動
支付交易。這一特性增強了數字人民幣的可拓
展性，在未來存在巨大應用潛力，為應用場景
拓展和業務模式創新提供了可能。

可探索用於預付式消費發薪等
張明舉例說，數字人民幣加載智能合約的條

件支付、擔保支付功能在預付式消費、租賃交
易等場景具有廣闊的應用空間，比如商品房預
售、工程預付、尾款支付、供應鏈金融等等，
現在通過智能合約，實際上改變了資金運行和
交易邏輯。廣泛應用智能合約技術，將大大提
高貨幣支付清算效率，提高交易的效率。

張明認為，未來可進一步豐富應用場景。目
前，數字人民幣的試點已經覆蓋購物消費、餐
飲服務、交通出行、休閒娛樂、生活繳費、政
務服務等零售場景，未來還可能應用於醫療、
教育、金融等。在對公支付領域，可以探索數
字人民幣在企業工資發放、住房公積金業務、
稅費和保險繳納、工程款發放等方面的應用。

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副所長狄剛在
2022年第二屆中國（北京）數字金融論壇上也
表示，很多行業、地區都已提出數字人民幣智
能合約的應用需求，比如財政補貼、貸款、科
研經費等對資金發放對象和支付用途有嚴格限
定的場景。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有助於控制風
險、保障權益、增進互信、降本增效。

另外，對於支付體系互聯互通，張明認為整
合支付體系實現「一碼通掃」，有利於節約全
社會資源，並利好各方，最終推動實現普惠金
融和支付便利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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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
署加力支持就業創業的政策，拓展就業空間，
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和經濟新動能；決定對部分
領域設備更新改造貸款階段性財政貼息和加大
社會服務業信貸支持，促進消費發揮主拉動作
用；部署階段性支持企業創新的減稅政策，激
勵企業增加投入提升創新能力；確定依法盤活
地方專項債結存限額的舉措，更好發揮有效投
資一舉多得作用。
會議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創業能催生更

多市場主體帶就業，穩增長主要是為了穩就
業。要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壓實地方主
體責任，加力促進就業創業。一是將實施留工

培訓補助地區，由失業保險金結餘備付24個
月放寬到18個月。將兩年內未就業高校畢業
生、登記失業青年納入擴崗補助。對失業人員
及時發放失業保險金。二是對依託平台靈活就
業的困難人員、兩年內未就業高校畢業生給予
社保補貼。運用專項貸款支持平台企業。三是
創業擔保貸款人因疫情遇困的，可展期1年還
款。引導銀行增加中小微企業首貸、信用貸、
續貸、中長期貸款等。四是鼓勵保險資金等依
法投資創投基金。五是政府投資的創業孵化基
地盡其所能拿出場地免費供給初創企業。

需求不足是當前突出矛盾
會議指出，需求不足是當前突出矛盾，要着

力以消費和投資拉需求、促進社會投資、以投資
帶消費。設備更新改造有利於增加製造業和服務
業現實需求、提振市場信心。對高校、職業院校
和實訓基地、醫院、地下綜合管廊、新型基礎設
施、產業數字化轉型和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
等設備購置和更新改造新增貸款，實施階段性鼓
勵政策，中央財政貼息2.5個百分點，期限2
年。申請貼息截至年底。相應增加貨幣政策對商
業銀行配套融資的支持。同時，加大對社會服務
業信貸支持，以擴消費。
會議指出，企業是創新主體，要實施支持企
業創新的階段性減稅政策，期限截至年底。這
普惠公平、高效直達。一是對高新技術企業在
今年四季度購置設備的支出，允許當年一次性

稅前全額扣除並100%加計扣除。二是在今年
第四季度，對現行按75%比例稅前加計扣除研
發費用的行業，統一提高扣除比例到100%，
鼓勵改造和更新設備。三是對企業出資科研機
構等基礎研究支出，允許稅前全額扣除並加計
扣除。

盤活地方5000億專項債限額
會議指出，基礎設施等事關發展和民生，投

資空間大，要繼續用好專項債補短板。會議決
定，依法盤活地方2019年以來結存的5,000多
億元人民幣專項債限額，10月底前發行完
畢，優先支持在建項目，年內形成更多實物工
作量。會議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科
學家首次發現月球上的新礦物並命名為
「嫦娥石」，該礦物是人類在月球上發現
的第六種新礦物，中國也成為世界上第三
個發現月球上新礦物的國家。9月9日，
中國國家航天局、國家原子能機構聯合在
京發布嫦娥五號最新科學成果，這是記者
從發布會上了解到的信息。
「嫦娥石」是一種磷酸鹽礦物，呈柱狀

晶體，存在於月球玄武岩顆粒中。中核集
團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創新團隊，通過
X射線衍射等一系列高新技術手段，在14
萬個月球樣品顆粒中，分離出一顆方圓約
10微米大小的單晶顆粒，並成功解譯其晶
體結構。經國際礦物學協會（IMA）新礦
物命名及分類委員會（CNMNC）投票通
過，確證為一種新礦物。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號攜帶1,731

克月球樣品返回地球。國家航天局已完成
四批152份共計53,625.7毫克的月球樣品
發放，有33家科研單位的98位申請人通
過申請。第五批月球樣品正完成評審，後
續按程序發放。
中科院、教育部、自然資源部、中核集

團等多個單位獲批承擔月球樣品研究工
作，國外科學家、留學生也參加了聯合研
究。目前已在岩漿分異、太空風化、氦-3
氣體以及生物能轉化等方面取得最新成
果，對認識月球起源與演化，探尋月球資
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實現「零能耗」的地外
環境和生命支持系統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月球樣品顯微鏡照片。
中核集團核地研究院圖片

疫情持續 衞健委倡雙節本地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

國國家衞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長吳良有8日表
示，當前全國疫情在局部時有發生，前期疫情
較重的重點省份取得疫情防控階段性成效，個
別省份的部分地市疫情仍在發展中。針對即將
到來的中秋、國慶假期，倡導本地過節，盡量
減少跨地市出行。
吳良有表示，當前海南和新疆疫情防控成效

顯著，疫情進入掃尾階段。西藏疫情整體呈現

向穩態勢，風險總體可控，但每日新增感染者
人數仍處高位，疫情形勢依然嚴峻。黑龍江、
遼寧、吉林、天津、內蒙古、江西、山東、廣
東、湖北、北京、上海等省份部分地區近日疫
情出現波動，存在社區傳播風險。
針對中秋、國慶假期的疫情防控，吳良有提

出五措施。首先倡導廣大群眾國慶假期在本地
過節，盡量減少跨地市出行，避免疫情傳播風
險。二是旅客需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乘坐飛機、高鐵、列車、跨省客車客船等交
通工具。三是按照「自願、免費、即採即走、
不限制流動」原則，跨省流動人員抵達目的地
後，積極配合當地完成「落地檢」。四是入住
賓館、酒店和進入旅遊景區時，要查驗健康碼
和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從外省份返
回的建築工地人員要查驗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此外，還要減少不必要的聚集性活
動，非必要不舉辦培訓、會展等活動。上述措
施執行時間為9月10日起到10月31日止。

◆◆國家衞健委推廣國家衞健委推廣「「落地檢落地檢」。」。圖為株洲圖為株洲
火車站安檢區火車站安檢區，，旅客通過閘門旅客通過閘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2海
峽兩岸（昆山）中秋燈會亮燈儀式8日晚
在周莊舉行，昆山開發區慧聚廣場、周
莊、淀山湖、錦溪四大燈區同步點亮。
本屆燈會以「花開並蒂燈映兩岸」為主
題，將持續至10月7日。亮燈儀式上，水
韻江蘇．最美網紅打卡地授牌，「兩岸一
家親」微電影開機，第二十七屆中國周莊

國際旅遊節開幕。
周莊燈區以「水鄉、古鎮、田園江南」

格局為依託，打造周莊古鎮、台灣老街、
美麗鄉村三大主題片區，採用近百組燈組
點亮周莊魅力之夜；慧聚廣場燈區與7日
晚開街的「寶島又一村」文旅商業街相映
成趣，多條特色步道在光影流轉中打造傳
統風俗、寶島風情交織的多元體驗場景；
淀山湖燈區突出「環湖、鄉村、現代時
尚」元素，通過五彩斑斕的燈帶、夢幻的
燈光，呈現獨具特色的「夜美淀山湖」；
錦溪燈區打造菱蕩灣、「一河兩街」主題
片區，點亮唯美的「錦溪之夜」。
昆山是大陸台商投資最活躍、台資企業

最密集的地區之一，10萬台商台胞在此生
活。燈會期間，昆山市還將舉行第三屆
「昆山媽祖杯」海峽兩岸青年花燈設計比
賽、第十二屆「昆山媽祖杯」海峽兩岸慢
壘邀請賽等兩岸文化交流活動。

海峽兩岸中秋燈會昆山亮燈

◆演員在2022海峽兩岸（昆山）中秋燈
會亮燈儀式上表演節目。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