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41家蘋果零售店接入支付寶
亦支援「螞蟻花唄」為線下直營店首設第三方移動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婉玲) 支付寶昨宣佈，

即日起，蘋果公司在中國內地的41家Apple Store

零售店正式接入支付寶，並且支持使用「螞蟻花

唄」。據了解，這是蘋果線下直營店首次接入

Apple Pay以外的第三方移動支付。有分析認為，

此舉意味着蘋果承認自家的Apple Pay在內地的影

響力不足，故需要借助支付寶來拓展市場。 ■蔣志偉認為集團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發展，需尊重當
地法律風俗。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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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吳婉
玲) 「一帶一

路」為商企帶來機遇，惠生控股集團
董事長助理蔣志偉昨出席灼見名家投
資論壇，並就「一帶一路」能源需求
與產業商機發表演講。他表示，集團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抱住三個
元素發展，分別是細節入手，安全高
效；穩紮穩打，不斷進取；尊重當地
法律風俗，互利共贏。
蔣志偉表示，集團是一家立足於能
源投資和服務領域，橫跨工程服務、
海洋工程以及投資發展三大主導產業
體系的多元化集團公司。「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對清潔能源的需求，以
及對碳排放量的要求，都形成商機，
而在過去十年，集團已經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上做了很多事情。

港將能支援相關人民幣結算
同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

怡翔出席灼見名家投資論壇時表
示，香港股票市場的集資額多年來
位居世界前列，香港正致力成為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企業首選的
上市平台。另外，香港已加入了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會努力成為
「一帶一路」基建投融資中心。同
時，香港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隨着「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的企業在經濟上的聯繫變
得越來越緊密，香港可以支援相關
的人民幣結算及融資需要，協助國
家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推動人民幣
的國際化。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
士、藝術品收藏顧問李宗鴻在同一
場合演講時表示，學習歷史有助投
資「一帶一路」藝術品。
收藏藝術品除了是身份象徵，有歷
史和藝術價值及傳承外，更可抗衡通
脹。他又提到，有6項因素能夠協助
大家了解藝術品的價值，分別是交易
次數、來源、其故事、工藝及品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永利澳門(1128)昨公
告宣佈，Steve Wynn (史提芬永利)因近期輿論令其無
法繼續有效履行工作，決定辭任董事會主席、執行董
事兼行政總裁。獨立非執行董事盛智文接任公司非執
行主席，而非執行董事麥馬度則調任為行政總裁及執
行董事，均即時生效。此外，董事會委任Maurice L.
Wooden為公司非執行董事。
史提芬永利發表聲明，表示公眾在過去數個星期

對他有負面看法，社會上對他的判斷已經蓋過一

切，包括事實，認為自己不能再擔任公司的職務，
因此決定辭職。他稱，公司經營理念將永遠保持，
為自己的員工感到自豪，又指董事會制定的繼任計
劃，他全心全意認可，最後感謝員工在近期給予他
支持。
早前《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史提芬永利數十年來

性騷擾旗下數十名修甲師、按摩師等女職員，甚至強
迫性交，為此付出數百萬美元掩口費。永利澳門將於
今早復牌，該股昨早停牌前報25元。

盛智文接任永利澳門非執行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按證公司
去年曾預告將於今年中推出終身年金計劃，
按證旗下年金公司昨進一步公佈詳情，公共
年金將主要通過銀行網絡銷售，並將銷售分
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行「認購意向」
登記，第二階段是安排獲分配的客戶到銀行

辦理「投保手續」，目前已邀請全港約20間
零售銀行參與銷售工作。
另外，財庫局局長劉怡翔昨書面回覆立

法會議員提問時指，有關年金計劃自公佈
以來引起廣泛討論，若公眾反應熱烈，按
證公司可在確保風險得到妥善管理的前提

下，考慮適量增加年金計劃的認購規模，
又指仍在研究有關分配準則及詳情中，料
於計劃接受申請認購前將作公佈。劉怡翔
澄清，現階段並無計劃推出以較年輕人士
為對象的供款式年金計劃，亦無計劃推出
與通脹掛鈎的年金產品。

20零售銀行獲邀參與銷售公共年金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508.HK，簡稱「中國再保險」或「集團」）於2月6日召
開2018年度工作會議，會議全面回顧總結了2017年集團改革發展成果，發展速度和質量不斷
向好，保費增速穩步提升，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國際財產再保險業務、臨分業務、保障型壽
險再保險業務、大地非車險業務等重點領域迅速成長，業務結構加快優化，改革發展成效初
顯，集團面貌煥然一新。

堅持並突出「中再姓再」服務國家戰略領域實現新突破
集團於過去一年積極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勇擔「一帶一路」風險管理開拓者。

倡議發起「一帶一路」國際再保險共同體；持續搭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服務網絡，聯合
金磚五國9家主要公司共建「金磚國家保險再保險支撐體系」；與中國安保共同體開展獨家戰
略合作，開發海外人員綜合保障保險計劃，為重慶市政府備案「走出去」企業（共41家企
業、2,346人）和中鐵建海外工程局等單位全面提供風險保障。

在國家災害管理體系建設中，集團表現突出，尤其是在巨災保險領域。2017年6月，集團
成立中國首個再保險巨災研究中心，並於12月對外正式推出「CRP1.0」巨災平台，致力於成
為中國最專業的巨災風險管理、巨災模型、巨災保險解決方案提供者。集團還在農業風險和
核風險管理領域積極發揮共保體管理機構職責，強化農業大災風險管理職能，推動農共體運
行規則完善，研發新產品以擴大農業大災保險業務範圍；集團亦有幸作為唯一再保險機構受
邀成為中國核電技術裝備走出去聯盟成員，全面護航核電事業發展。

全面推進創新驅動領域突破 發展動能不斷增強
2017年，集團在債權融資領域實現歷史性突破，於香港成功發行15億美元境外高級債

券，成為中資保險公司最大規模境外債券發行；同時，集團各子公司也紛紛進行模式創新，
中再產險加快推進再保直保化，客戶經理制落地見效。中再壽險加快實施「資料+」、「技
術+」戰略，推動技術成果加速轉化。大地保險明確「三新三聚焦」戰略思路，推動客戶綜合
經營為導向的渠道、產品、服務、科技、組織等領域優化變革。中再資產在資負聯動、投保
聯動、海外平台建設等方面實現突破。華泰經紀加快與再保、直保、資產的聯動模式創新，
在業務協同上發揮積極作用；集團亦大力推進業務創新，全面參與上海市建築工程品質缺陷
責任保險（IDI）綜合創新，為全國各地推廣IDI開創範例。配合環保部設計環境污染風險管
理整體解決方案，積極推動產品開發。

此次年度工作會議形成了集團第三次創業三階段的發展思路：第一階段：2016-2017年是
全面落實「一三五」戰略的夯實基礎時期；第二階段：2018-2020年是全面實現「一三五」戰
略的決勝時期；第三階段：2021年以後度是全面建設以再保險為特色的金融保險集團時期。
2018年無疑是中再集團實施第三次創業第二階段戰略決勝「一三五」的關鍵一年，集團將在
加強黨的領導、服務國家戰略、創新驅動、協同發展、裂變增長、機制保障、風險管控、人
才保障等8個重點領域實現新突破，守住風險底線，加快高質量發展，加快經營發展的轉型升
級，為決勝「一三五」打下堅實基礎。 （特刊）

打好決勝「一三五」攻堅戰
全面開啟第三次創業新征程

中再集團召開2018年度工作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謝瑞麟(0417)主席兼
行政總裁謝邱安儀昨於傳媒午宴時表示，珠寶市場隨
經濟復甦有所改善，2月銷情逐步回升，預料農曆新
年可有單位數增長。惟長遠回升需假以時日觀察。

網店佔整體收入約3%
她解釋，去年農曆新春為1月，同比來說今年1月的
銷情無大變化，同店銷售額持平，但相信本月的銷情
會有增長，料首兩個月的同店銷售額可錄得單位數升

幅。集團現階段以內地及香港業務為重，但留意到馬
來西亞在購買珠寶首飾的消費需求強勁，會在4店的
基礎上再新開一間，預計6或7月於雲頂開幕。
內地已演變為全民網購，謝邱安儀透露，現時集團

在京東、天貓等5個平台已開通店舖，最高可達2.6萬
元人民幣，不過每筆賬單的金額仍低於線下購買，網
店佔整體收入比例約為3%。副主席及首席策略暨財務
官伍綺琴補充，正積極拓展自家的官方網店，但未有
確實時間表，希望盡快在內地和香港開設官方網店。

支付寶昨於官方微博公佈，「從今天起，
小夥伴們可以在內地的 41家 Apple

Store零售店用支付寶付款。至此，Apple的
中國官方網站和App Store和線下零售店，不
論你買硬件還是軟件，哪怕是給蛙兒子買便
當，不僅能支付寶，還可以花唄喔。」所謂
的「花唄」，是阿里巴巴關聯企業螞蟻金服
推出的一款消費信貸產品，用戶消費時可使
用花唄額度，享受「先消費、後付款」。

支付寶內Apple專區同期上線
另外，支付寶內的Apple專區也同期上

線，用戶可以領取iPhone用戶專享福利，
進行賬號綁定管理，查看蘋果應用商店
(App Store)和蘋果官方零售店(Apple Store)

相關賬單等。這是全球蘋果零售店首次納
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與支付寶牽手後，蘋
果零售店可使用的支付方式增加到四種，
包括支付寶、現金、銀行卡，以及蘋果自
己的Apple Pay。

NFC支付內地市佔率不足1%
內地消費者通常習慣用支付寶和微信支

付進行消費，但以往蘋果零售店不支持這
兩種付費方式，僅能使用自家的Apple Pay
和銀行卡，這對很多內地用戶來說非常不
方便。業界人士指出，Apple Pay是蘋果推
出的基於NFC技術（非接觸式支付）的移
動支付功能，於2014年10月在美國上線，
2016年進入內地市場。雖然目前在美國Ap-

ple Pay被50%以上的零售點接受，但NFC
支付在內地市場的表現卻不盡人意。
內地《第一財經》去年援引相關卡組織和

銀行的數據顯示，NFC支付在內地移動支付
市場總體佔比不足1%。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
原因或在於，NFC支付需要的硬件升級成本
顯著高於支付寶、微信等使用的掃碼支付。
由於內地是蘋果的重要市場，蘋果為爭取

內地用戶，近年來陸續推出一系列符合當地
使用習慣的產品和服務。在內地市場，蘋果
中國內地官網和應用商店App Store已經支
持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兩種主流的移動支付方
式。有分析認為，蘋果零售店此次接入支付
寶，意味着承認自家的Apple Pay在內地影
響力不足，故需要借助支付寶來拓展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電訊盈科（0008）昨公佈截至2017
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核心溢利增加7%至25.61億元；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綜合溢利增加10%至22.46億元；每股基本盈利
為29.15仙，派末期股息21.18仙。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香港電訊的電訊服務業務錄

得持續增長，而儘管流動通訊手機銷售下降，流動
通訊業務仍錄得穩定表現。
企業方案、OTT(over-the-top)媒體及免費電視業務

取得持續增長的勢頭，但NowTV的保留客戶行動緩
和了每名客戶平均消費額，因而抵消了部分增長。因
此，核心收益減少3%至368.86億元。

謝瑞麟料農曆新年銷情單位數增長

■蘋果公司在
中國內地的
41 家 Apple
Store 零售店
正式接入支付
寶。圖為蘋果
西湖零售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外電報道聲稱中央
將允許海南省發展博彩業，金界控股(3918)主席
Timothy McNally昨表示，不揣測相關消息，但認為
就算項目最終落實，不會即時對集團造成影響，因
現時澳門博彩業的發展，亦沒有令內地客減少。此
外，集團立足柬埔寨，將直接受惠近年東南亞經濟
高速增長，因此對集團業務發展保持樂觀。

或增購飛機載客往來柬埔寨
金界控股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李維德表示，旗下

柬埔寨新項目Naga2已於去年11月開幕，帶動公司
的賭收增長，料項目需時6至12個月「熱身」以全
面發揮其「吸金」功能。他續指，Naga2和集團現
有的Naga1產生協同效應，集團會按情況，決定是
否需要為Naga1作翻新，作進一步擴張。為增加收
益，集團考慮增購飛機以接載旅客往來柬埔寨，優

先考慮的航點為無直航的地方，如近年經濟發展迅
速的印尼。另一方面，他表示集團在俄羅斯海參崴
建的賭場，預期於明年投入營運。
金界控股前天公佈截至去年底全年業績，期內集團收入

為9.56億美元，按年升80%，高過市場預期的7.6億美
元。其中，博彩總收入按年升85%至9.26億美元，純利則
增39%至2.55億美元，每股基本盈利7.94美仙，集團派
末期息1.45美仙，派息較去年0.82美仙增加76.8%。

電盈去年賺22.46億元增10%

海南傳「開賭」金界：即時影響有限

■■Timothy McNally(Timothy McNally(左二左二))稱稱，，海南落實發展博彩海南落實發展博彩
業業，，不會即時對集團造成影響不會即時對集團造成影響。。 岑健樂岑健樂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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