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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消費換積分並不陌生，哪怕街頭隨意找一間奶茶舖，都會有積分換購的活

動，但大多數人會視大部分的「消費積分」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原

因是大部分積分尚未湊夠就過期了。內地積分市場起步較晚，但內地業界在借助互

聯網金融和大數據概念下，第三方「積分管理」的數字化平台不斷崛起，將客戶原

本零散的不同零售商發出的積分整合起來，其經驗值得香港商界借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作為對用戶消費行為的回饋，積分是一種培養和服務用
戶、提高客戶忠誠度的方式之一。內地的積分市場起

步較晚，但隨着參與行業日漸繁多，亦出現了如文首所言
的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問題──各行各業發出的積分分佈
零散，查詢不便；兌換繁瑣，且兌換門檻高，很難換到稱
心如意的產品。有數據顯示，內地人均擁有積分種類超過
20種，多以航空、銀行、電信商、酒店等行業的積分為
主，但兌換率為12%，即每10個人僅有1人會在累積足夠
積分後真正使用。而國外的積分兌換率可達到約50%。

整合零售積分跨界使用
這些弊端也間接導致積分行業在內地不溫不火的長期發
展狀態。內地積分市場的兌換率雖然偏低，但規模卻相當
龐大。相關數據指出，內地積分市場的年經濟規模已接近
6,000億元人民幣。
隨着互聯網金融和大數據概念興起，內地的第三方「積
分管理」的數字化平台不斷崛起，這些積分平台類似天合
聯盟（航空）這樣的同業平台，能將客戶原本零散的不同
零售商發出的積分整合起來，即真正實現積分跨領域、跨
行業使用，註冊會員可將在合作商家消費獲得的積分進行
累積、合併，累積到一定額度後可以兌換禮品、抵扣消費
額等。

新血暢由擁1000萬客戶
去年4月成立的內地首個異業數字積分聯盟平台「暢

由」，迅速為行業帶來了一股新鮮血液。其由在港股上市
的鑫網易商牽頭，股東還包括中國銀行、建銀國際、中移
動、東方航空和銀聯商務。據路透社報道，暢由高層近期
公開表示，年內會邀請更多行業龍頭入盟，將場景延展至
零售、旅遊、酒店、保險等各行各業，從而掌控更多的積
分資源。
暢由股東方包括中國銀行、中移動和東方航空，從而在
成立之初就進入了內地積分量最大的三個行業，擁有了巨
額的積分資源和用戶流量。隨後暢由將通過豐富的消費、
娛樂場景及金融服務，尋求商業變現之路。至去年底，已
擁有約1,000萬註冊客戶。
簡單來說，每一個註冊用戶都可通過暢由，對自己在中
行、中移動、東方航空的積分進行實時查詢和管理，也可
以將信用卡積分、手機賬單積分、航空里程積分兌換成統
一的暢由積分，在平台線上線下的各類遊戲、娛樂、消
費、投資場景中使用。

夥龍頭企業拓展大數據

暢由還與中行旗下的中銀通支付公司聯合推出積分付，
用戶在所有線下銀聯覆蓋的雲閃付商家，即星巴克、全
家、麥當勞在內的1,200萬家商家消費時可用積分支付。
公司副總裁李磊在近期的發佈會上表示，暢由只會選取每

個行業前三名的龍頭企業加入聯盟，今年公司至少會引入七
家積分發行量大、與大眾生活關聯度高的行業龍頭企業。除
了「引流」，公司還會利用大數據資源，切入一些垂直的剛
需領域拓展消費金融，讓客戶能在消費同時完成分期。

對客戶而言，無疑最希望
積分通用、兌換的商家越
多、種類越廣。而這些消費
大數據，對商家的後續行銷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
萬達為例，早在2013年就推
出了萬達積分會員，只要在
萬達集團旗下所有商場、遊

樂城內消費，就能以一比一的比
例，獲得相應的積分，實現了跨
行業、跨地區、跨商戶的積分生
態環境。
去年6月，萬達旗下企業萬達網

科就發佈了全新的第三方通用積
分平台萬益通。據了解，萬益通
已經與超過150家企業達成合作意
向，公司希望依託自己已覆蓋的
1.57億活躍用戶及6萬多個合作品
牌所累積的大數據，構建商旅、
購物、休閒、遊樂、民生五大場
景權益生態圈，對數字權益的發
現、匹配、估值、交易到共用的
過程進行綜合管理。可以相信，
早期的萬達積分和後來的萬達飛
凡Apps，都為新平台的建成提供
了數據參考和商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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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線下、線上的商戶積
分也是五花八門，但幾乎全
部都是各自為政。大多數品
牌或同一集團下多個品牌合
用的積分卡，如「易賞錢」
卡、萬寧會員卡等；也有類
似OK便利店，以手機Apps
和紙質印花相結合的儲積分

方式，但不同集團的積分是不能
整合使用。
本港目前還未有如「暢由」這

類第三方異業通用積分平台，不
過八達通的「日日賞」就十分類
似通用積分的理念，只要在指定
商戶消費，即可賺取最少相等於
消費總額0.5%的日日賞$，包括匯
豐、惠康、東海堂、中原電器等
多個行業的商家。每累計「日日
賞」$1可當作港幣1元使用。以八
達通在香港的市佔率而言，可能
是本港最具通用作用戶平台。
此外，港人還比較熟悉的「亞

洲萬里通」，就是一個橫跨航

空、酒店、餐飲、零售、旅遊等
多個行業的里數累積及獎賞計
劃。會員可透過逾500個夥伴機構
賺取里數，以里數兌換各式旅
遊、電子產品、演藝門票等。本
港多間銀行，就推出了不同種類
累計飛行里數的信用卡。

■八達通「日日賞」只要在指定
商戶消費，即可賺取最少相等於
消費總額0.5%的日日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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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達推萬益通構建生態圈

港商戶積分五花八門

■萬達積分會
員只要在集團
旗下商場、遊
樂城內消費，
就能以一比一
的比例獲得積
分。圖為萬達
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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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化平台崛起 市場規模近6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聯與眾安在
線（6060）日前在上海簽署雙方全
面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結合各自
的優勢，在支付業務、二三類銀行
賬戶應用、場景融合與新模式開
拓、金融科技創新與實踐等多領域
展開全面深度合作。中國銀聯副董
事長陳志及眾安在線首席執行官陳
勁共同出席簽約儀式。

支持銀聯移動支付
眾安在線將通過旗下App全面接入

銀聯網絡，支持銀聯二維碼支付、銀
聯手機閃付、銀聯WAP支付等移動
支付產品，為用戶提供更加便捷的綜
合支付服務。同時，雙方將攜手多家
銀行，通過二、三類銀行賬戶的開立
與系統對接，助力眾安在線打造多場

景、多方位的消費
金融服務體系。而
作為保險科技的領
軍者，眾安在線將
為銀聯卡持卡人提
供優質的消費金融
服務，並為銀聯合
作商戶提供具備競
爭力的綜合保險科
技解決方案。
同時，金融科

技合作探索也是
此次雙方全面戰
略合作的一大亮
點。根據協議，銀聯與眾安在線在
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將在區塊鏈、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瞻技術領域
開展創新探索，互相輸出優勢能

力，並結合行業場景，圍繞金融風
控、精準營銷、行業分析等方面聯
合開展創新實踐和合作，發揮金融
科技創新應用引領示範作用。

銀聯夥眾安拓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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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49屆「香港時裝節秋冬系
列」昨揭幕，來自13個國家及地區、近1,400
家參展商，將一連4天展示最新服飾及配飾，
以及各類布料和輔料產品。其中，由香港參展
商首度取得亞太區總代理權的世界殿堂級歌后
Céline Dion品牌配飾2018秋冬系列，在今次
的時裝節展出，產品包括手袋、旅行箱及其他
小型皮具。

職業制服具備發展潛力
今屆時裝節以「New-World Explorers」為主
題。近年，職業制服的潛力不斷增長，尤其是
內地市場，由於從事第二、三產業的人員持續
上升，業界對制服的需求與日俱增，大會今年
新增「時尚制服及工作服」展區，並舉行相關
的時裝巡禮及研討會，請來製衣業、建造業及
時裝設計的代表，分析職業服裝的發展機遇。
另一新增展區「時尚配飾世界」，則集合
袋子、鞋履、緊身褲及襪子、手套及圍巾等產
品。其他展區包括去年增設、今年載譽歸來的

「時尚運動服裝」及「休閒服
飾」、雲集才華洋溢的設計師如
Mim Mak、Mountain Yam等的
「國際時裝設計師天地」。展覽
設有5個地區展館：內地、印
度、印尼、日本和巴基斯坦，並
吸引了馬來西亞的公司新參展。

Céline Dion同名品牌登場
香港參展商Innee-Sedona In-

ternational Ltd展出世界殿堂級
歌后Céline Dion同名品牌一系
列時尚配飾。Céline Dion 於
2017年推出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品牌手袋、旅行箱及時尚配飾系
列，每件產品均印證Céline Di-
on的風格喜好、生活方式、對
細節和手工藝的要求。該公司於
去年取得Céline Dion服飾品牌
的亞太區總代理權，今次特別透
過時裝節展出全球首度亮相的
2018 秋冬系列，產品包括手
袋、旅行箱及其他小型皮具。
都市人越來越重視健康和生活

質素，對功能服裝需求增加，促
使廠商加強研發創新。香港紡織
及成衣研發中心於展會期間展示
多款創新時裝科技，包括：1）

該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共同研
發的新型發熱面料，能應用於保暖及醫療領
域；2）針對香港水警工作需要的高性能貼身
內衣，布料在阻燃性、保暖、排汗、透氣、快
乾、耐用性方面都表現理想；3）為香港賽艇
隊開發的高性能賽艇服，設計考慮到賽艇運動
的特別需要，例如坐在艇中的姿勢及運動時的
身體擺動，從舒適及功能性角度選擇合適的布
料。
香港是亞洲區內重要的服裝採購樞紐，吸

引多家國際貿易公司和大型零售商前來採購。
每年的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是買家採購各式時
裝及輔料產品的重要平台，為參展商締造商
機。貿發局組織了90個來自43個國家及地區
的買家團，合共超過3,800家公司，當中包括
多個來自傳統及新興市場的時裝品牌、大型連
鎖店及分銷商代表，如捷克的ZOOT、日本
的Mark's、韓國的Fashion Group Hyungji、
俄羅斯的Melon Fashion Group及西班牙的In-
tropia等。

■中國銀聯副董事長陳志(左)及眾安在線首席執行官陳
勁達成全面戰略合作協議。

■歌后Céline Dion品牌配飾2018秋冬系列，將在昨天揭幕
第49屆「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中展出。 貿發局提供

■內地首個數字積分聯盟平台「暢由」。
暢由App界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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