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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子錢包公司獲發牌
陳德霖：推動零售支付業務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金管局昨正式向 5 個儲

首批獲發儲值支付工具牌照機構

值支付工具(SVF)持牌人發出牌照，獲發牌照的包括八
達通、阿里巴巴支付寶、香港電訊(6823)旗下的拍住
賞、微信支付和 TNG 電子錢包。電子錢包全部都會設儲

牌照持牌人

值上限，若實體卡儲值多過 3,000 元及虛擬卡多過 8,000
元兼有充值功能，就需要實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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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生效日期

達通的牌照生效日期為今年 11 月
八13日，其餘4個持牌人牌照，生效

日期均由昨日起。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
示，實施 SVF 發牌制度，有利新的零售
支付工具推出及採用，同時可保障使用
者的利益，有助推動本地零售支付業務
的創新及發展。

尚有10家營運商未獲牌
金管局高級助理總裁李達志昨日表
示，除了首批獲發牌的 5 個營運商外，
現時尚有 10 家儲值支付營運商正在市
場營運，故他預計，該局會於 11 月 13
日前，批出第二批相關牌照，但暫難
以預計屆時批出牌照數目，因可能會
發出更多的牌照。
他續指，部分未獲發牌的現有發行
人，可能基於商業原因，會選擇退出市
場，並透露，現時已有一個發行人退出
市場，該局期望營運商確保能有序退
出，這對使用者所構成的影響可望減至
最低。
五間電子錢包公司全部都會設儲值上
限，是否要用實名登記，就要視乎儲值

額。金管局貨幣管理助理總裁鄭發表
示，如果是實體卡，只要儲值不多於
3,000元，就不用以實名登記。

實體卡儲值超3千需實名登記
如果以手機程式或網上支付，儲值多
過 8,000 元又有充值功能，就需要實名
登記。該局會於 9 月初發出指引，講述
不同情況下的監管要求。鄭發認為，考
慮到不同營運商的業務模式，暫時不適
合「一刀切」定下儲值上限，但強調這
個規定已平衡用戶私隱、方便性及洗黑
錢風險。
首批獲發牌的營運商包括阿里巴巴及
騰訊(0700)旗下的公司，他表示，這些
公司均須在本港成立註冊公司，才可
在港營運儲值支付業務，在打擊洗黑
錢及私人要求方面，均須要符合本港
法例。
根據金管局提供補充資料，目前有
20 多名有關牌照準申請人，其中一半
為本地公司，另有 30%來自內地，餘
下為歐美公司。當中 68%為預付卡，
32%為網上或流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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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G：可大展拳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
程敏）TNG 創辦人江慶恩昨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獲得金管
局發牌是一個好好的消息，因為未
發牌前與很多商戶的合作計劃都未能
正 式 推 行 ， 商 戶 擔 心 最 終 TNG 未 能 發
牌。

下月底有重大宣佈
他表示：「現在發牌後，所有嘢都可以

發展得 smooth(順暢)好多。」他坦言，一旦
不獲發牌，他已為退款作好準備。他指
出，TNG 的團隊一直很努力，做了很多工
作，今年底前將會推出約 1,500 個零售點，
相關的商戶亦會開始為旗下員工進行 TNG
收費的培訓。
對於未來發展的方向，他認為目前只屬
於「剛起步」，他預告，在下個月 27 日將
會有重大發展公佈。據 TNG 的網頁顯示，
目前會員人數達到37萬人。

恒指罕見錯報 收升6點變跌5點
■譚紹興

■葉尚志

交行中期盈利微升0.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交通
銀行（3328）昨公佈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中期業績，錄得股東淨利潤 376.61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微升
0.9%，勝過市場預期，每股收益 0.50
元，不派中期息。 至 6 月末不良率
1.54%，交行行長彭純表示，銀行不良
率風險總體可控，但形勢仍較嚴峻。

不良問題嚴峻 風險仍可控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集團淨經營收入
達 1,036.09 億元，同比增長 6.65% 。其
中，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達 209.64 億
元，增長 8.14%；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佔比達 20.23% ，提升 0.27 個百分點。
利息淨收入 681.48 億元，下跌 4.10%。
減值貸款率為 1.54%，較去年年末上升
0.03 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
充足率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
13.18%、11.22%和 10.92%，分別下降
0.31、0.24 和 0.22 個百分點。交行首席
風險官楊東平在業績發佈會上表示：上
半年不良貸款成長放緩，主要風險仍來
自小企業，在山東、天津和福建貸款的
不良貸款成長較快。
行長彭純表示，銀行不良率風險總體
可控，但形勢仍較嚴峻，不良問題仍處
於惡化周期，可能持續兩三年甚至更長

時間。
截至期末，客戶貸款餘額達
39,837.56 億元，較年初增長 7.03%。其
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行業貸款
餘額增長 10.99%，水利、環境和公共
設施管理業貸款餘額增長 18.27%，個
人住房按揭貸款餘額增長 13.79%。客
戶存款餘額達 47,346.27 億元，較年初
增 長 5.57% 。 其 中 ， 活 期 存 款 增 長
14.42%，活期存款佔比提高 3.79 個百
分點至 49.02% 。
楊東平表示，交行個人按揭貸款將以
一二線城市為重點，上半年個人按揭貸
款同比成長 13.8%，下半年將保持成長
勢頭。

建行多賺1.15% 撥備覆蓋率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建設銀行(0939)公
佈，上半年實現淨利潤 1,334.1 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微增1.15%。
至今年 6 月末，建行撥備覆蓋率為
151.63%，去年末為150.99%；不良貸款

餘額為1,819.49億元，去年末為1,659.8億
元 ， 增 加 159.69 億 元 ； 不 良 貸 款 率
1.63%，較上年末上升0.05個百分點。截
至 6 月末，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13.06%，資本充足率為15.09%。

深交所：深港通確保年內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交易所昨稱，將
確保年內開通「深港通」，深交所等四
方已完成主要規則制訂工作，擬於近期
向市場公開徵求意見。
深交所網站援引中國證監會「深港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港股昨日
出現罕見的錯報事件，下午四點收市時，恒
指原本收報 22,826.87 點，微升 6.09 點；國
企指數收報 9,500.21 點，跌 6.88 點。但其後
恒指服務公司突然作出修正，將之改為恒指
收報 22,814.95 點，跌 5.83 點。國企指數收
9,504.78 點，跌 2.31 點。對於修正的原因，
恒指服務公司未有多加解釋，僅稱「今天通
過數據專線發佈的恒生指數系列之收市指數
有所延遲，我們就有關事故造成之不便致

專項工作小組組長方星海稱，深港兩地交
易所和結算公司技術系統開發和相互仿真
測試已經完成，相關證券公司都成立了專
門小組，在滬港通基礎上已先行完成技術
開發，有望較快完成準備工作。

歉」。不過，業界人士普遍認為，這一錯誤
很可能是「競價時段」(U盤)機制運作不完善
導致的。

料U盤機制運作不完善導致
恒指服務公司在收市後近一個小時，才對
相關數據作出修正，事件引起業界關注。香
港投資者學會創辦人及主席譚紹興昨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直言，對此感到不能接受。因為
「數據是每一秒都不斷更新的，（修正時

間）就算十分鐘都嫌太長」。他認為，港交
所在未有作出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就匆匆推
出了「競價時段」機制，很可能是導致今次
出錯的主要原因。
譚紹興稱就他記憶所及，這是香港市場多
年來首次發生這樣的錯誤，形容事件相當嚴
重。他指出，許多外資大行尤其是對沖基
金，都是用自己的電腦系統來運作、計算股
市的各種信息，有可能一早就發現恒指服務
公司的數據出錯，在極短的空隙時間裡掉頭
沽空。「（修正的）點數雖然小，但可以開
多幾張大單，借此大賺一筆」。

部分衍生產品或受影響較大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亦認為，
「競價時段」機制導致出錯的可能性較大。
但他認為，今次修正的幅度僅有10幾點子，
相信對業界和股民都不會因此遭受很大損失，
若有部分衍生產品以收市價來定價，才會受到
較大影響。不過葉尚志亦強調，業界非常關注
為何會發生這一事件，希望恒指服務公司盡快
公佈詳盡資料，以便釋除外界的疑慮。

呂志和：澳門賭業見底

伺機拆交銀國際在港上市
另外，公佈表示董事會通過交銀國際
於香港分拆上市的議案，發行時間視乎
境外資本市場狀況、審批進展及其他情
況決定。
此次首次公開招股發售規模，將不超
過發行後總股本的約28%(全數行使超額
配股權後)。所得資金將用於發展投資銀
行、證券經紀、資產管理、投融資等主
要業務。公司會保持對交銀國際仍將保
持絕對控股地位，而交行 H 股股東亦可
有保證配額。

■江慶恩稱，年底前將會推出約 1,500 個零
售點。
資料圖片

競爭。針對千禧世代的客戶，他指整個澳
門業界需要利用科技創新提升競爭力，吸
引客戶回流澳門。

中場收益升22% 增賭枱佔比

■呂志和(右)
稱，銀娛未來
將增加非博彩
元素，繼續執
行審慎成本管
理並集中業務
焦點於中場。
旁為呂耀東。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銀河娛
樂（0027）昨日宣佈中期業績，今年上半年
集團經調整EBITDA同比上升13%至47億元
（港元，下同），股東應佔溢利同比上升
26%至 26 億元，特別股息每股派 0.18 元，比
去年同期的特別股息增加 0.04 元。主席呂志
和昨在記者會指澳門賭業的跌勢經已見底，
未來將增加非博彩元素，繼續執行審慎成本
管理並集中業務焦點於中場。

銀娛多賺26% 派特息0.18元
呂志和指，澳門博彩市場呈現逐步穩定跡
象，近 2 個月已經有向上的趨勢。現時澳門
旅遊業轉型是好事，「以前去澳門家人不會
喜歡，但現在澳門飲食、娛樂、甚至沖浪包
羅萬有，好似一個遊樂園。」他表示將在今
年和明年動工的路氹三、四期項目，90%的
樓面會用作會議展覽、娛樂及適合家庭旅客
的設施。此外，在澳門政府亦在「五年發展

規劃」中，亦列出改善基建，方便遊客入境
澳門，吸引更多不同旅客。

上半年銀河的貴賓廳的業務收益總額按年
跌 15%至 132 億元，而中場收益按年增長
22%至 100 億元。呂志和指未來業務焦點將
集中於中場業務，過去貴賓廳業務增長迅
速，在增長減慢後業界需要一段時間調節。
呂耀東指現時中場的賭枱佔比已由三分之二
調整至七成，未來會按需要再調整。公司會
以區內 4 億中等家庭旅遊為目標市場，提供
多元化旅遊設施吸引客戶，但不會透過降低
中場投注額吸客。

更多優質酒店落成利旅遊業

下半年將再慳3億 無意裁員

總裁萬卓祺指澳門銀河二期、新濠影匯等
各個優質的新酒店項目為旅客帶來新選擇，
增加訪澳的誘因，對提升訪客數目有幫助，
他指近期團體和過夜旅客已明顯上升。未來
將有更多優質酒店項目落成，對澳門的旅遊
業有利。
有指內地訪澳的旅客增長不如以往，「供
應創造需求」的模式不再，區內亦越來越多
地方如海參崴、塞班島計劃設立賭場與澳
門競爭，副主席呂耀東認為內地人口有 14
億，對澳門旅遊的需求是無窮無盡。他相
信澳門有其優勢，例如賭場較公平公正、
法規完善、治安良好、文化語言相近。雖
然外地賭場會有一定影響，但通過提升設
施和服務吸引客戶，不怕與他們在業務上

期內澳門銀河經調整 EBITDA 升 22%至 39
億元，星際酒店經調整 EBITDA 跌 12%至
9.77 億元，澳門百老匯經調整 EBITDA 為
900 萬元，呂耀東指銀河二期開業對業績有
正面增長。集團已完成一項 8 億元成本控制
方案，將在下半年再節省 3 億。集團財務總
裁戴力弘表示，會在勞工、市場推廣及採購
方面手提升效率，不過無計劃裁員。
近期多個競爭對手的項目已經或將會落
成，如去年 10 月新濠影匯、本月永利皇宮開
幕，下個月威尼斯人的澳門巴黎人亦會開
業，面對競爭對手，呂志和指要盡辦法改
變，強者自強就能生存，不會因為避免與其
他項目撞期而放慢路氹項目進度。
銀娛昨收市報26.35元，升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