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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揀移動支付
成慳錢贏家
成慳錢贏
家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最新公佈的調查顯示，港
人過去一年最常用的支付渠道為現金（99%）
與八達通（97%），手機支付則只有 20%，反
映後者尚未如內地一樣普及之餘，亦代表着有
很大增長空間。為鼓勵香港人使用手機支付，
各大移動支付程式最近紛紛推出優惠吸客，爭
相進一步擴大本港市場，搶攻零售、飲食，甚
至乎跨境匯款市場，務求攻破市場。本期「數
據生活」將帶大家了解這些優惠，做個精打細
算的消費者。

■記者 岑健樂

支付寶夥易賞錢
谷消費
香港人較為熟悉的支付寶HK（AlipayHK）早前與崇光
百貨宣佈，銅鑼灣和尖沙咀兩間崇光分店全面支援兩地電
子錢包付款功能，並針對本地市民與內地遊客分別推出推
廣優惠。
由即日起至7月31日，內地的支付寶用戶於崇光百貨單
一消費滿 2,500 元人民幣，即享 50 元人民幣折扣，並將獲
贈 200 元人民幣現金券，可於下月單一消費達 2,500 元人
民幣時使用，限額 10,000 名。至於 AlipayHK，全新用戶
可獲 50 港元迎新獎金；而所有用戶每次在崇光消費時，
可獲電子印花一個，集齊 3 個即可換取 25 港元電子現金
券。
另一方面，由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只要在 AlipayHK 手
機 App 內綁定「易賞錢」會員卡到任何一間屈臣氏、豐
澤、百佳超級市場等門市消費，用戶即可獲高達 10 倍的
「易賞錢」積分。至於 AlipayHK 新用戶，亦可以從即日
起至7月31日領取高達50港元迎新購物獎賞。

微信支付
識用有
「食神」
另一香港人較為熟悉的微信支付香港（WeChatPayHK）則再度聯
同麥當勞推出優惠。即日起至7月16日，用戶惠顧任何食品滿 25港元
或以上，即享10元折扣，每天最多可享優惠一次，為世界盃「睇波一
族」提供便宜用餐選擇
一如以往，此優惠亦不適用於馬場、機場之麥當勞分店，而且名額
有限，先到先得。此外，用戶更可在店內將現金增值至自己的 WeChatPayHK錢包，毋需繳付任何手續費，惟每次增值最少50元。
除麥當勞外，即日起至本月 18 日，用戶如以 WeChatPayHK 於 759
阿信屋付款，滿70港元即可獲20港元折扣，每位用戶最多可享 3次優
惠，每天最多享用 1 次。值得一提是，此優惠可與阿信屋自身的折扣
同時使用。而阿信屋亦公佈，於7月12日至15日，憑阿信屋會員卡購
物可獲77折，可謂抵上加抵。

菲傭跨境實時過數回鄉
此外，AlipayHK 亦搶攻香港菲傭匯款市場。AlipayHK
上月底聯同 GCash 推出應用支付寶區塊鏈技術的實時跨
境匯款功能，Alipay 用戶只需在電子錢包內作幾步簡單操
作，款項就會在數秒內轉達 GCash 用戶的電子錢包，在
服務試行的首3個月內，可獲豁免手續費。

HKTVmall 畀 PayMe
網購折上折

去年初才推出的匯豐銀行 PayMe 流
動支付服務，上月底宣佈與 HKTVmall 合作，PayMe 用戶以後可直接在
HKTVmall 網站購買來自接近 3,000
家商戶和供應商的產品，毋須任何手
續費之餘，更可享用不同優惠。

大抽獎贏埋Switch
PayMe 用戶消費滿 400 元，再輸入
優惠碼「PAYME50」，可即時獲 50

元折扣。此外，購買指定 15,000 件電
器或電子產品亦可享特別折扣，購買
一件產品可獲 95 折，購買兩件則可獲
92 折優惠。最後，以 PayMeApp 付款
的顧客，將可參加於 HKTVmall 的大
抽獎，有機會贏取任天堂Switch、Dyson 風 筒 、 GoProHero 運 動 相 機 和
AmazonEcho智能揚聲器等禮品。
另一方面，PayMe 最近亦提升服
務質素，除每月最多可使用信用卡為
PayMe 增值 5,000 元外，PayMe 用戶
可直接連結滙豐銀行個人銀行戶口，
並使用戶口餘額為 PayMe 增值。滙豐
銀行表示，相關功能可以讓沒有信用
卡的市民都能夠使用 PayMe，擴大香
港人使用移動支付的誘因。

匯豐擴充增值額至5萬

■ PayMe 用 戶 於 HKTVmall 消 費 滿
400元，可獲50元折扣。 網站圖片

保險解碼

用戶只需在 PayMe 手機應用程式內
選擇使用滙豐銀行個人戶口增值，並
提供姓名、戶口號碼等資料，同時上
載身份證及進行 SMS 驗證，每月增值
限額可達 30,000 元。如用家提供本港
地址證明，限額更升至50,000元。

■金管局
副總裁李
達志期望
日後可成
立跨境流
動支付系
統。
資料圖片
香港政府正積極參與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但香港與內地的電子支付系統卻不兼容，這可能是
電子支付在香港不太盛行的其中一個原因。
以香港人最為熟悉的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為例，兩
者均有香港版與內地版。不過兩地賬戶卻不能互相
轉賬，而香港版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用家，亦無法
在大部分內地商舖或網站使用電子支付服務。香港
人如希望在內地暢通無阻地使用電子支付，就需要
先在內地銀行開戶取得銀行卡後，再用經實名認證
的內地手機號碼註冊，可謂費時失事。
金管局副總裁李達志早前曾表示，希望內地商店
接受香港電子錢包，並期望日後可成立跨境流動支
付系統，目前正研究相關系統及商戶如何配合。展
望將來，隨着香港與內地的電子支付系統進一步優
化，增加相互兼容度，香港人使用電子支付的誘因
將增加，有助提升香港電子支付的普及程度，令生
活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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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煙生活省保費

隨着普羅大眾的健康管理意識不斷提高，近年越來
越多人開始關注吸煙所帶來的禍害。根據香港吸煙與
健康委員會資料，吸煙人士除患肺癌機會率比非吸煙
者高十倍，也有機會引致心血管、呼吸系統及生殖系
統等疾病。而長期接觸二手煙的人患上與吸煙有關疾
病的風險，甚至比吸煙者還要高。
吸煙除影響身體健康，還會消耗錢財。吸煙者不單止
要長期花錢買煙，其實還有其他成本。相信很多人都知
道，保險公司會按受保人的年齡、病歷及身體狀況等等
作為釐訂保障計劃的保費標準，而吸煙習慣就是其中一
個重要考慮因素。由於吸煙人士有更大健康風險，保費
一般也會較非吸煙人士為高。根據 AXA 安盛數據顯
示，在35歲至50歲客戶群中就有約8%為煙民。

保費回贈推動戒煙
有見及此，最近有保險公司就某些醫療或危疾保障計
劃推出一項戒煙獎勵活動，成功戒煙的參與者可獲保費
回贈，協助重建健康生活。有意參與該項戒煙計劃的客
戶先簽署一份「戒煙約章」，承諾於第二個保單續期日

書展用 Tap & Go
唔使排餐懵

金管局冀可跨境使用

前成功戒煙。客戶只需於指定時期內前往指定化驗所進
行免費尼古丁測試，證明已戒煙並符合其他指定要求，
可獲調低保費至「非煙民級別」。保險公司並會回贈客
戶於過往所繳付的吸煙保費與非吸煙保費的差額，以
35歲的男性來說此差額可達保費的兩成。

中醫療法事半功倍
戒煙是一項知易行難的行動，極需要家人、朋友以
及專業團體的扶持鼓勵。因此，該項活動更會提供全
面的支援服務，包括定期向參與計劃的客戶發放電子
通訊分享戒煙小貼士，亦會與中醫合作，向客戶發放
戒煙資訊，例如針灸戒煙、中醫戒煙食療等，從不同
途徑協助客戶戒煙。
其實，參與戒煙計劃不是只為客戶節省保費開支，
更重要的是為了自己和家人的長遠健康作打算，遠離
尼古丁，減低患上相關疾病的機會。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保事
項限制。
■AXA安盛首席壽險產品總監 左偉豪

香港電訊旗下Tap & Go為一眾閱讀
愛好者帶來好消息。今年香港書展將
於7月18日至24日舉行， 到時Tap &
Go用戶不需再到便利店、或者辛苦於
會場排隊購買門票，只需在Tap & Go
裡面一按，就可以買票。完成購買過
程後，用戶將會獲得一組 QR Code，
到入場時供在場職員掃描即可。
此外，今年 Tap & Go 更與舉辦單
位合作，設立 Virtual Store 實體店於
會場內 1B 展覽廳門前，店內讀者可看

到一系列的熱門書籍及文儀用品，只
要 在 店 內 掃 描 心 儀 產 品 旁 的 QR
Code， 然 後 再 以 Tap & Go 即 時 付
款，即可完成交易。如買家不想拿着
書在會場內走來走去，可選擇使用郵
寄服務。

書展快閃優惠
Tap & Go 還會推出「快閃」減價
及勁賞大抽獎，詳情將於 Tap & Go
Virtual Store電子屏幕上公佈。

■Tap & Go 將於書展設立Virtual Store實體店，並提供多項優惠。 資料圖片

財技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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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保利潤

港股上周繼續下跌，市場避險
情緒高漲，公用高息股更是資金
的心水選擇，獲加電費的兩電中
電（0002）和港燈（2638）逆市
破頂，成交顯著增加。行政會議
上周三通過中電及港燈未來 5 年發
展計劃協議，對兩電股價有正面
影響。

新協議促電費首5年續增
政府去年 4 月與中電及港燈達成
為期 15 年的新利潤管制協議，把
兩電的准許利潤回報率由 9.99%下
調至 8%。當時預計電費可因此下
調超過 5%，但受資本開支增加及
燃料費上漲影響，在新協議首 5

兩電派息睇高

年，電費預計將持續增加。
准許回報率是政府與電力公司
就利潤管制達成的協議，根據電
力公司的固定資產計算可賺取的
利潤。在協議下，電力公司需以
合理價格為公眾提供可靠及具效
率的電力供應，並因其作出龐大
的投資而提升服務，獲取合理的
投資回報。

資本開支上升帶動盈利
按新公佈的 5 年發展計劃，為落
實政府減碳減排目標，興建「由煤
轉氣」發電所需的基建，以大幅增
加天然氣發電比例，中電資本預計
開支 529.4 億元，港燈預計資本開
支為 266 億元，兩電資本開支均有
驚喜，市場估計於 2019 年至 2020
年，資本開支上升將帶動中電每股

盈利升 2%至 3%，港燈更升 5%至
6%。由於盈利及現金流上升可帶
動兩間公司增加派息。
資本開支計劃較市場預期高，
電費不減反增。按新發展計劃，
未來 5 年兩電平均淨電費將上調，
中電及港燈預測年均分別加費
3.7%及 6.2%。中電電費由 10 月起
上調 2%，為期 15 個月，港燈明年
起電費則上調 6.8%。為此，港府
計劃未來 5 年以公帑補貼住戶電
費，總額達87億元。
按上周五收市價計算，港燈預期
息率為5.1厘，中電則為3.3厘。資
本開支計劃高於預期，電費增加，
兩電盈利更為牢固，將有利兩電在
未來提高利潤和派息。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