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用面積實用面積
181181方呎方呎

平台面積平台面積
498498方呎方呎

折實價折實價681681..33萬元萬元
實用呎價實用呎價3737,,642642元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沛其）PayPal與八
達通卡公司昨宣佈，八達通O!ePay「好易畀」應
用程式推出流動增值PayPal賬戶服務，客戶可以
在O!ePay增值PayPal賬戶，在進行網上購物時，
透過PayPal完成付款。這次合作有別於以往透過

信用卡或銀行轉賬進行增值，而是可在附近便利
店進行現金增值，令沒有信用卡的消費者可以使
用服務進行電子支付，體驗網上購物樂趣。

方便沒有信用卡消費者
八達通行政總裁張耀堂表示，這次的合作是

針對新世代，特別是沒有信用卡的消費者。他舉
例，如他們要借父母信用卡進行網上購物，父母
會擔心安全問題，而新服務亦可避免「使大咗」
的情況出現。隨着市場發展，網上購物愈來愈普
遍，兩間公司預計在未來兩年，全球電子支付市
場將以按年平均10.9%的速度增長，而預計在
2022年，香港電子商貿市場的總額將高達58億
美元（約452億港元）。
另一方面，消費者對電子支付安全十分關注，

這次新服務不需要綁定信用卡資料，不用擔心信
用卡資料被盜用。Paypal香港、韓國及台灣企業

客戶及電子市場總監葉承浩指，Paypal一向非常
重視安全問題，會有相關措施確保安全性。而用
戶透過O!ePay增值Paypal賬戶，可享受退貨免運
費保障及買家購物安全保障，即如網上購買物品
未有送達或與說明不符時，只要是合資格的交
易，Paypal會為用戶提供補償。

每日增值上限7999元
據介紹，新服務每日增值上限為7,999元，而

Paypal與八達通亦有推出回贈優惠，首5,000名合
資格用戶，透過八達通App以O!ePay Plus或Pro
為Paypal賬戶單次增值滿港幣200元或以上，可獲
港幣50元的回贈，優惠期至7月31日。
張耀堂強調，是次合作是為了增加香港消費者

的選擇性，讓用戶多一種選擇，享受購物樂趣，
而這全都是個人選擇，難與信用卡作比較，公司
未來目標增加應用場景，以此推動用戶活躍。

PayPal可用「好易畀」入錢

■張耀堂(左)指該合作是針對新世代。旁為葉
承浩。 實習記者林沛其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杭州報道）和記
電訊（0215）旗下3香港昨與阿里巴巴簽訂戰略合
作協議，在雲計算、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基礎
網絡及訊息安全等領域合作，推動數碼互聯網新
經濟生態圈的發展。和記電訊行政總裁胡超文昨
於記者會表示，會結合雙方的優勢，促進香港企
業轉型，開拓新的商業模式及收入來源。

打造適合香港新經濟生態圈
胡超文解釋，3香港作為電訊營辦商，擁有龐大
客戶群的綜合大數據和高速暢順連接等優勢，配
合阿里巴巴在物聯網、大數據等領域的核心技
術，以及新經濟生態規模的運營經驗，相信雙方
能夠為本港各行各業開創各種應用場景，打造適
合香港的數碼互聯網新經濟生態圈。
他認為，新經濟模式下所有企業都面臨轉
型，與阿里巴巴合作，就是公司在提供電訊服務
的同時，為更多企業尋求各類商業應用方案。雖

然手握大量客戶數據，但他強調，公司是向阿里
巴巴學習技術和解決方案的能力，並不涉及客戶
資料的共享，不擔心會洩露信息。
作為長和（0001）旗下公司，和記電訊業務

總裁古星輝透露，不排除未來會在長和其他核心
業務，如零售、物業管理、港口運輸等方面合
作。例如百佳超市等傳統零售行業，可能會模仿
阿里巴巴園區內的天貓未來店，推出適合香港本
土的新零售模式。

記者親試人臉識別3秒付款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體驗，第一次進入天貓

未來店，只需打開支付寶掃碼，授權無密碼支
付、人臉識別後，即能進入商店進行選購。付款
時，無須拿出手機付款，亦無須掃描貨物條碼，
直接通過購物通道，對鏡頭示意3秒，即可完成支
付，可謂是現時各類無人超市的再進化版。
店內還提供另一項微笑打折服務，能根據笑

容指數打分提供不同貨品的優惠，但其實這一
「促銷」背後，能夠收集數據，分析消費者在不
同貨架、不同區域前的停留時間、選擇購買時間
等。經過分析和運算後，未來店舖可以合理調節
產品價格和擺放位置。

■胡超文(左)稱會結合雙方的優勢，開拓新的商
業模式及收入來源。右為阿里巴巴副總裁鍾文
華。 記者周曉菁 攝

3香港阿里巴巴簽戰略合作

旺角尚璽181呎特色戶折實681萬
呎價3.76萬 連498呎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政府

快交代一手樓空置稅前夕，發展商加快

清貨，但索價驚人。由實德環球集團主

席楊海成等私人持有的旺角尚璽昨提價

1.4%盡推餘下46伙，其中3樓A室特

色戶，實用面積僅181方呎，平台面積

竟達498方呎，屬開放式戶，折實價

681.3萬元，呎價高達37,642元，為該

盤最高呎價單位，其呎價媲美區內大型

屋苑瓏璽近千呎戶，也貴過港島半山不

少老牌豪宅。

B3 財 經 新 聞 ■責任編輯：黃遠楷

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

20182018年年66月月272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

發展商代表楊嘉俊表示，尚璽昨日加推的
46伙，實用面積由 158方呎至 193方

呎，折實價385.7萬元至681.4萬元，折實呎
價24,409元至37,642元。其中42伙標準戶折
實平均呎價25,951元，比首批標準戶加價
1.4%。而4伙連平台特色戶的折實價由451.2
萬元至681.3萬元。該盤昨亦公佈於本周六發
售全盤76伙，本周五截票，每組客限購最多2
伙，該76伙市值逾3億元。

周六盡賣全盤76伙
他稱，近日不少新盤推售均錄得理想銷
情，反映市場需求十分強大，尚璽自公佈首
張價單後，市場反應踴躍，加上大部分單位
折實價低於600萬元，相信對年輕上車族及投
資者均有吸引力，至昨日中午該盤已累收200
票。
另外，新地代理總經理胡致遠昨表示，大
埔白石角雲滙的示範單位已近完成，最快下
周開放，隨即開價，7月上旬開售機會較大。

他指，整個項目的會所連園林面積逾14萬方
呎，室外泳池長50米、室內泳池長25米，亦
提供室內運動場、健身室、宴會廳及共享閒
坐區等。

銀海峯呎售55403元
新盤成交方面，已入伙兩年多、華懋集團
旗下清水灣半島北銀海峯昨以1.41888億元沽
出D屋，創出項目售價新高，獨立屋面積
2,561方呎，呎價55,403元。單位屬2層高連
天台單位，擁前後雙花園，花園總面積達
5,202方呎，天台面積1,005方呎。
華懋集團銷售部總監吳崇武表示，本月銀海
峯連售2幢獨立屋，涉約2.72176億元，項目僅
餘2幢獨立屋待售，面積介乎2,343方呎至2,561
方呎，當中獨立屋A享逾5,000方呎花園。
信置旗下西貢逸瓏園及逸瓏海滙昨公佈新

增「夏日繽紛現金回贈」優惠，本周六生
效，其中逸瓏園的夏日繽紛現金回贈為23.8
萬元，逸瓏海滙的夏日繽紛現金回贈為8.8萬

元至18.8萬元。此外，逸瓏園全新頂層連天
台附裝修示範單位，本周五起開放予客人預
約參觀。

Grand YOHO殺訂近百萬
新地旗下元朗Grand YOHO 1期首現撻大

訂個案。一手成交冊顯示，該盤第9座46樓G
室，實用面積543方呎，兩房戶，2016年9月
以994.66萬元售出，呎價18,318元，但於本
月21日已終止交易。買家是次撻訂料被新地
沒收最少10%訂金，損失近100萬元。成交冊
顯示，買家享有「Grand YOHO家族現金回
贈」，即買方的近親人士也有認購該樓盤，
越多家族人士選購，折扣越多，可獲最高樓
價3%現金回贈。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由於內地

不少城市實施限購，相信內地投資者會加快
來香港入市，集團加強和內地代理推介荃灣
海之戀．愛炫美，本周末於售樓處亦有職員
講解買樓須知及法律知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太古地產旗下東薈城名店倉的擴建
部分將於明年第一季開業，擴建部
分的總樓面面積達47.4萬方呎，整
體進駐的國際品牌將會增至約150
個，並有四個影廳的娛藝院線
（UA）電影院。
東薈城總經理Chris Heywood表

示，有信心擴建後的東薈城名店倉
將加強其作為香港頂尖名牌折扣商
場的地位，成為本地居民及遊客的
娛樂據點。
據介紹，擴建部分將引入多間食
府，令商場食肆數目達逾30間。
同時有約150個國際品牌，多元化
的商戶組合提供吸引的品牌折扣優
惠。全新配備四個影廳的娛藝院線
（UA）電影院，提供超過650個
座位。此外，全新的五星級精品酒
店擁有200間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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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保監局主
席鄭慕智昨指，上月在
北京與中國銀保監及國
資委等機構官員會面
時，他建議讓本港保險
公司在大灣區成立保險
服務中心，處理賠償、
查詢及續期交費等保險
服務，對方初步反應正
面，未來會進一步研究
細節，相信會採用「封
閉式管道」，即所有賠償及期滿金
最終都要回到內地戶口，避免內地
對資金流走的憂慮，未來亦會與內
地監管部門研究「保險通」的可行
性。

建議在岸辦理續保理賠
鄭慕智表示，此建議除了方便

在大灣區工作的港人，亦讓在香
港買保險的內地人，能在內地處
理保險事宜。不過目前主要的障
礙在於外匯問題，要再深入研究
如何實行。另外，內地監管層認
為香港保險產品及服務方面都處
於領先水平，且比較多元化，故
亦希望在不違背政策框架下進一
步研究「保險通」。香港保監局
行政總監梁志仁補充，如果「保
險通」能推行，初步或會以醫療
及危疾保險作試行。
鄭慕智又透露，該局已醞釀推出

「一帶一路保險促進平台」一段時
間，性質是一個資訊分享平台，目
的是讓「一帶一路」內的基建項
目、海外企業等得到更佳的風險管
理支援，預計年底前可正式成立，
惟仍要與國資委等部門詳細制定計
劃。據他介紹，國資委將於下半年
帶團來港考察，了解香港專屬自保
保險業務發展情況，希望吸引更多
內地大型企業來港設專屬自保公司
及使用香港的分保服務。目前於本
港已有三間由內地國企成立的專屬
自保公司。
當被問到延期年金稅務優惠，

梁志仁指出，業界及財庫局基本
上已同意大方向，但因涉及法例
的修改，正進行相關文字指引的
制定，料年底前可完成。梁志仁
的任期原定於前日結束，但局方
將會繼續向政府借調，直至新行
政總監上任。

保監局倡推「保險通」

■鄭慕智（左）建議本港保險公司在大灣區成立
保險服務中心。右為梁志仁。 記者莊程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星展
銀行（中國）首席執行官葛甘牛在北京表示，星
展集團計劃在內地設立合資證券公司，會盡快申
報，並積極研究在內地設立子行及更多分支行。
早前人行公佈了多項銀行業開放措施，葛甘牛
昨出席中國銀保監會舉行的記者會時表示，其中
較為重要的一項開放措施是，開放合資證券公
司，允許外資持股51%，並且三年後不再設限，
同時也不再要求境內的股東為證券公司。在內地

投資合資證券公司，由新加坡母行星展集團操
作，星展集團有計劃在內地設立合資證券公司，
目前正在和潛在中方合作方進行洽談，並在積極
跟地方政府和監管機構進行溝通，希望能盡快推
進合資證券公司的申報。
葛甘牛還稱，很關注「允許外資銀行同時在

內地設立分行和子行」政策，「子行和分行各有
不同的功能，在香港、新加坡等成熟市場都允許
外資銀行同時持有子行和支行，我們也在積極研

究這一塊」。
在分支網絡佈局方面，葛甘牛稱，星展中國

希望把現有的分支行客戶能夠做深做細，最新設
立的西安分行、青島分行，以及重慶南寧等地分
行規模都比較小，未來希望做大做強。同時，隨
着星展中國在內地業務發展，將選擇在適當時候
適當地點繼續設立分支行。
此外，葛甘牛認為，內地允許外資商業銀行

新發起成立資產投資管理公司和理財公司，股比
不設上限，為外資銀行發展銀行業務開拓了新的
領域。人行還提到，下半年大幅度擴大外資銀行
的業務範圍，都對外資銀行有非常大的影響。

星展擬內地設合資證券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貿易爭端持
續，中遠海運國際（0517）副主
席朱建輝昨日表示，集團的主要
業務是航運服務、高速公路、貨
運業務等，貿易戰對集團沒有直
接影響，「但我們也要做好風險
管控」。
朱建輝指出，貿易戰不單是中

美之間的事情，也與全球貿易相
關。貿易戰不會有贏家，但現在
談貿易戰的影響為時尚早，事情
還在發展中，仍未開打，還沒有
相關數據，目前主要是心理和信
心上的影響。「我們認為要盡力
避免，如果真的發生了，就要積
極應對。」

擬考慮電商物流業
中遠海運國際上月投資了江蘇常

熟的一個生化產品項目，執行董事
兼副總經理劉剛說，時隔多年集團
今年開始有投資項目，後面還會陸
續有來。收購項目會圍繞集團的主
業，還會尋找環保方面的機會；基
於集團的業務性質，也會考慮電商
物流業；至於房地產和金融業務則
會採取更保守的態度。對於有指公
司手頭大量現金而收購項目不多，
劉剛稱中遠海運控股是輕資產公
司，「小而美」，資本支出不需要
太多。
朱建輝又指，大灣區對於在港

企業是一個好機遇，中遠海運國
際在香港和內地都有業務，有發
展優勢，集團將圍繞主業，研究
大灣區和集團現有業務的關連度
和資源。大灣區規劃出台後，相
信集團將有所作為。

中遠海運國際：投資項目陸續有來

■■胡致遠指胡致遠指，，白石角雲滙最快白石角雲滙最快
77月上旬開售月上旬開售。。 記者梁悅琴記者梁悅琴攝攝

■■尚璽本周六發售全數尚璽本周六發售全數
7676伙伙。。右二為楊嘉俊右二為楊嘉俊。。

尚璽3樓A室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