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輪貓劉少華表
示，公司利用香港
跨境電商協會資源
和大中型客戶不斷
增加等優勢，大力
拓展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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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夥WeChat Pay催谷流動支付

聯華獲阿里入股 勁升24%

「一帶一路」料注入新動力

內地網購勁 港電商生意增五倍
海外奶粉化妝品受歡迎 今年銷售料更驚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中銀香港
昨與WeChat Pay香港聯合宣佈，由即日
起至7月31日，首5萬名使用中銀信用卡
登記WeChat Pay的香港新用戶，可獲得
10.88元的WeChat利是，而與朋友分賬或
轉賬，最高獲得10,000簽賬積分。
中銀香港網絡金融中心副總經理王瀾於
記者會上表示，本港的小額消費較少使用
第三方支付平台，期望未來加強該平台於
本港的覆蓋率，相信可為客戶提供安全及
穩健的流動支付系統。

騰訊：P2P轉賬成趨勢
王瀾表示，本港使用現金的消費龐大，
尤其是小額消費，不過信用卡要求用戶每
次消費的額度較高，期望透過推廣小額消
費模式，例如快餐、短程的士或者購買報

紙等的小額消費，打入第三方支付市場。
他希望今年內可提供P2P轉賬，迎合香
港客戶需求，該行一向着重銀行網上服務

的保安措施，未來亦會發展跨界網上金融
服務，增加與商戶的合作。
騰訊國際業務部香港及台灣辦公室總經

理譚樂文表示，近年P2P轉賬成為大趨
勢，不少人用膳後透過該平台夾錢，減少
現金找續的麻煩，預計未來將會繼續與中
銀香港合作，期望增加WeChat Pay的使
用量。
威富通拜技董事長暨CEO鮮丹亦表示，

第三方支付平台發展迅速，不少內地人透
過該平台消費，對現金的依賴相對減少，
加上每次消費後可於手機留有記錄，有別
於現金和信用卡消費。
他又稱，近年網絡保安方面不斷加強，

遺失手機亦不會被竊取賬戶，公司每天處
理約1,500萬元的交易，暫未有金額被竊取
的個案，故看好該平台未來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聯華超市(0980)昨日上午
10時42分起停牌，停牌前報3.83元，升幅
22%。公司表示，公司其中一名主要股東
上海易果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上周五訂立協
議，同意向阿里巴巴（中國）網絡技術出
讓其所持聯華超市約2.02億股內資股股
份，相關股份佔聯華超市已發行股本的

18%，同時向上海百聯集團(600827.SS)出
讓聯華超市約2,239萬股或2%的股份。

沒披露作價
不過，聯華以及百聯集團的公告均沒有

披露股份轉讓價格及原因。
聯華超市股份昨日下午恢復買賣，收報

3.92元，大升24.444%。
今年2月，阿里巴巴與百聯集團結成戰

略夥伴關係，在線上業務增長放緩之際發
力進軍實體零售業，雙方將在全業態融合
創新、高效供應鏈整合、支付金融互聯、
物流體系協同等六個領域展開全方位合
作，阿里巴巴的新零售戰略漸清晰。

電商跨境支付去年大增三成

■首信易支付總
經理郭文基預計
公司今年業務仍
將保持30%的高
速增長。

■深圳七號洋行
CEO 周欽武表
示，目前已吸引
投資機構簽約
4,000萬元人民
幣入股。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日前發佈的
《2016年度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數據

監測報告》顯示，去年中國跨境電商交易
規模6.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4%，其
中出口跨境電商交易規模5.5萬億元人民
幣，進口跨境電商交易規模1.2萬億元人民
幣。
由於內地民眾對海外奶粉、母嬰用品、
化妝品和保健品等需求日益強勁，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多位跨境電商協會會員企業
發現，在內地強勁的需求帶動下，許多港
企業務呈現爆發式增長，較好地把握了內
地巨大消費需求帶來的機遇。

外輪貓料今年銷售額10億
外輪貓（全球採購）公司創始人之一、
香港跨境電商協會會長劉少華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們利用香港跨境
電商協會資源、大中型客戶不斷增加等優
勢，大力拓展內地市場，跨境電商業務主
要採購海外奶粉、母嬰用品、化妝品、食
品和保健品等供應給內地，涉及三種平
台，分別是B2B、B2B2C和B2C，B2B為
一般貿易完稅商品，大量出售給內地商場
和超市，然後再到消費者手中；通過保稅
倉把商品直售給商家；在香港進行相關商
品的大宗貨物買賣以及境外原產地直採直
銷等。
他表示，其公司去年8月才在香港成
立，去年8-12月的 5個月B2B業務就達
8,900萬港元，今年1-5月，銷售額已逾4.5
億港元，暴增5倍，預計今年的銷售額將
達10億多港元，年化率增長5倍。
他說，旗下深圳分公司以發展系統平台
為主，現在處初期試運營階段。他們也在

拓展B2B2C和B2C，如淘寶和京東商家缺
貨，找到他們，通過系統平台可以實現貨
物一鍵式待發，今年這類業務剛開始，目
前已獲得幾家大客戶。
與外輪貓類似的，港資控股的深圳七號

洋行CEO周欽武介紹，其公司進口海外快
速消費品、母嬰、化妝品、家居和日用
品、食品，產品主要來自歐洲、韓國和日
本。
公司業務從單一平台到打通全產業鏈，

整個鏈條扁平化，海外採購國內平台分
銷，令跨境電商交易高效便捷簡單，自有
開放性平台，為上下游互導資源，上游找
分銷，下游找供應商，在其平台可以全部
實現。

深圳七號洋行：獲洽入股
周欽武透露，通過海外採購 + 國內供應
鏈管理平台分銷，他們在深圳前海的同行
中銷售收入已升至第四位，今年上半年預
計銷售收入達3億多。他表示，他們的平
台去年8月上線，去年運營5個月銷售就達
1億港元，今年預計收入可以達到10億港
元，暴增三倍多，並已受投資機構青睞，
已簽約入股，投資金額為4,000萬元人民
幣。
中銀（香港）也同樣大力拓展跨境電商

的金融服務，出席同一場合的中銀香港網
絡金融中心副總經理王瀾表示，針對跨境
電商輕資產運營平台，中銀根據平台交易
數據，為平台供應商和買家提供逐筆應收
款融資，還為跨境電商提供融資、跨境支
付結算產品、外匯產品，遠期期權，鎖定
匯率風險，並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為跨境
電商提供風險控制服務。

日前在香港舉行的「跨境電商高峰論

壇」，吸引逾200位香港和內地跨境電商參

加。隨着內地民眾對海外奶粉、母嬰用品、

化妝品和保健品等需求日益強勁，不少跨境

香港電商的業務呈現爆發式增長，部分公司

跨境生意額不到一年已達數億港元。跨境電

商業務火紅，還帶挈做跨境電商支付服務的

需求有30%增幅。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從事
電商交易支付的易智付科技（北京）總經
理、香港跨境電商協會榮譽會長郭文基表
示，他們公司主要業務包括普通電商支
付、跨境電商支付和跨境電商有關業務，
去年他們公司業務獲得了30%以上增長，
交易額逾千億元，跨境電商佔比20%，主
要是歐美、香港、日本、韓國和東南亞
等，今年預計仍可以保持30%的增長。

暫無上市計劃
郭文基指出，其公司2011年開始實現

盈利，已具備在主板上市的條件，但公司
目前沒有上市計劃，也沒有急切的資金需
求，等業務更全面範圍更廣，遇到合適
的、並對業務帶來重大發展機遇時才會考

慮。他表示，公司今年要把現有業務深
化，並拓展新的供應鏈金融業務，通過他
們平台，與金融機構合作，為跨電企業提
供融資服務。
大健康國際控股副總經理章志方表示，

大健康正吸引國際化品牌做香港和內地代
理，他們已經代理了瑞士品牌好樂酷系列
嬰幼兒產品，包括兒童皮膚、呼吸道、智
力開發、胃腸道等系列產品，6月即將在
萬寧、屈臣氏等300家大型連鎖店上架，
並會在屈臣氏設立18個專櫃，以及透過
臉書等社交媒體進行推廣，並通過公司自
己的電商平台銷售。據了解，在內地，該
公司已經透過京東全球購銷售進口的母嬰
和保健品，以及其大健康跨境平台銷售，
總體有不錯的增長勢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此次跨
境電商峰會另一個重點是聚焦「一帶一
路」機遇。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理事長
李妙芬表示，跨境電商作為一條重要的
「網上絲綢之路」，正搭建一個自由、開
放、通用、普惠的全球貿易平台，成為未
來全球貿易的主要形式。
她指出，香港跨境電商協會許多會員企

業通過進口「一帶一路」如馬來西亞、越
南、日本、韓國和歐洲等國家母嬰用品、
日用品、食品、化妝品等滿足內地居民巨

大需求，未來，更多的會員企業會將中國
製造的優質電子產品、成衣、食品和農產
品等輸出至「一帶一路」國家。
首信易支付總經理郭文基也表示，前幾

年跨境電商進口很火熱，他們的支付業務
跟着有大幅增長，不過，現在公司將重點
拓展跨境出口結算服務，他們也看好香港
和內地跨境電商出口「一帶一路」業務帶
來的支付機遇，公司將聯同國際物流、金
融、海外倉等為出口俄羅斯、歐盟、東南
亞和非洲等提供整體服務。

香港跨境電商發展歷程
2015年1月

香港跨境電商協會由創始會長劉

少華與數十家企業一同成立。

2016年

香港跨境電商協會會員猛增至500

多家，吸引大量香港和內地企業加

入，提供平台、採購、物流、供應

鏈和融資等服務。

2017年5月

香港跨境電商會員單位升至700

多家，涵蓋跨境電商平台、自營企

業、服務商、大宗商品流通企業、

國際物流和品牌廠商、協力廠商支

付等上下游產業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地政總署
昨公佈最新露台、工作平台及非結構預製
外牆的補價金額，各區最新露台補價介乎
1,400元至21.47萬元不等，相比2015年的
水平大幅調高(2016年凍結補地價)，當中
又以新界屯門及元朗區的中小型單位升幅
最明顯，每個面積最細的11方呎環保露
台，補地價竟由200元一下子提高到1,400
元，升幅高達6倍。
樓價近年飆升，其中又以新界中小型單

位的升幅跑贏大市，連帶住宅環保露台亦
急升。地政總署對上一次釐定補地價於
2015年中，之後2016年中凍結補價金額，

今年度則作出調整，不過，其他地區的升
幅相比新界中小型單位來說較小，例如市
區中小型單位，同樣面積最細的11方呎環
保露台，最新補地價為3.42萬元，較兩年
前只上升約兩成。
各區大單位的露台補地價升幅更加小，

以最貴的港島及九龍大單位附設的32方呎
的露台為例，補地價21.47萬元，升幅只有
6%，除露台補價急升，工作平台補地價亦
同樣急升。業界認為，樓價上升，尤其新
界細單位升幅顯著，實用面積每呎已升至
過萬元，不少都已追貼或超過市區樓價，
故政府亦相應調高露台補地價反映實況。

■中銀香港與WeChat Pay公佈，香港新
用戶可獲WeChat利是。

新界細戶露台補價兩年狂飆6倍

今年全球奢侈品收入料增逾2%
香港文匯報訊 貝恩(Bain & Co.)和意大
利奢侈品行業協會昨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顯
示，以固定匯率計算，今年全球個人奢侈
品銷售將增長2%-4%，增幅高於預期，因
歐洲和中國對奢侈品的支出更高，蓋過了
美國和東南亞的疲態。包括手錶、珠寶、
服飾、鞋履和皮革製品在內的奢侈品行
業，今年總營收將升至2,540億至2,590億
歐元，高於2016年的2,490億歐元。
過去幾年，恐怖分子襲擊歐洲導致赴歐

人數減少，加上香港商業活動萎縮以及中
國需求放緩，使得奢侈品行業備受打擊。
去年10月貝恩預測2017年全球奢侈品行

業營收增長1%至2%，不過今年第一季該
行業取得了4%的同比增長。事實上，在今
年第一季，奢侈品巨頭LVMH 、開雲集
團和愛馬仕均實現了強勁的業績。
貝恩的合夥人和該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

Claudia D'Arpizio指，在困難的2016年過
去之後，今年第一季奢侈品行業困境有所
緩和。中國消費的持續回歸，以及歐洲當
地人和遊客消費前景看俏，均將有助於在
今年剩餘時間內推動整個市場增長。
歐洲開始看到遊客回來，預計今年將成

為增長最快的奢侈品市場，銷售預計將增
長7%至9%。

■內地居民對海外產品需求殷切，帶動跨境電商生意
大增。 資料圖片

港電商看好業界前景

■■內地網購行業發展成熟內地網購行業發展成熟，，每逢節每逢節
慶前夕交易量龐大慶前夕交易量龐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