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付寶首推「無紙化」手機退稅

豐盛控股辦少足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豐盛控股（0607）
連同旗下之澳洲Sparrow兒童教育集
團，與La Cantera 足球學校合作，
為3至12歲的兒童提供足球班及訓
練營，同時宣佈將足球學校命名為
「Sparrow足球學校」。
Sparrow足球學校現有超過200多

名學生，是東涌最大的足球學校，
學校將透過足球訓練，培養兒童身
心全面發展，讓他們建立健康生活
方式。

招收逾200學員
豐盛控股投資部聯席總監 Jona-

than Broughton表示，繼豐盛控股成
為國際米蘭官方教育合作夥伴，並
成立國際米蘭澳大利亞足球學院，
是次Sparrow足球學校在香港成立再
次印證公司致力於通過推廣體育活
動，促進兒童的身心全面健康發
展。

冀兼助兒童提情商
他相信，體育教育不僅能強身健

體，更能通過提高兒童的情商、自
信心、社交技巧、自律性及團隊合
作精神，促進兒童的社交能力和情
緒發展。

眾安國際軟銀合拓海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眾安在綫（6060）昨宣佈，旗下子公司眾安科技（國
際）與軟銀願景基金簽訂股東協議，以助眾安促進於海外市場的科技解決
方案業務。
是次合作可助眾安擴大於海外市場的科技解決方案業務，尤其保險科技

及金融科技，初期會將重心放在亞洲市場。
根據協議，眾安國際會成立全新的運營實體，並與軟銀合作探索國際機

遇；而軟銀願景基金將會成為該運營實體的戰略投資者。是次投資的交割
及融資須要滿足若干交割條件，包括必要的監管審批。
眾安國際於2017年12月成立，旨在開拓金融科技和保險科技於海外市

場的業務發展、合作及投資機會。通過是次合作，眾安國際將結合眾安的
尖端科技及軟銀龐大的生態體系，通過新運營實體這一共用平台，雙方將
可讓眾安國際的業務進一步拓展到多個亞洲市場。

提升眾安解決方案業務
軟銀投資顧問公司常務董事松井健太郎（Kentaro Matsui）相信，眾安
的科技實力加上軟銀的國際網絡，一定能使這家公司把握住亞洲金融科技
與保險科技的巨大增長潛力，在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眾安在綫首席執行
官陳勁表示，是次合作這將推動眾安開拓更多創新思維，服務境外更多企
業、客戶。
軟銀是眾安非常重要的業務夥伴，深信是次合作將大大提升眾安在科技

解決方案的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陽光100(2608)與TCL電子控股公司昨宣
佈，雙方上周四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將成立合資公司，整合各
自優勢和資源打造高端共享智能公寓，輸出陽光100喜馬拉雅
和TCL智能家居品牌，並實現產品線平台化運營，建立面向
未來發展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
根據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立足於已有技術產品成果與市場

客源積累，聚焦於智能家居的系統集成服務，推動陽光100喜
馬拉雅智能公寓的落地，營造智慧化商務社交生態圈，共同促
進共享智能服務綜合平台的建設與開發。
簽約儀式上，陽光100董事長易小迪表示，房地產行業發展
正在向服務增值型轉變，必須從開發商向運營服務商升級，以
此創造新的價值增長點。

提供定製家居解決方案
雙方的跨界合作不僅局限於硬件產品端，更要進一步整合資
源，搭建綜合運營服務平台，面向消費升級需求，共同為客戶
創造全新體驗。
TCL電子首席執行官王成表示看好陽光100喜馬拉雅的發展

前景，願意發揮TCL電子在智能化產品上的優勢，聚焦目標
客戶和使用場景，為喜馬拉雅公寓項目定製智能化家居綜合解
決方案。

TCL推浮窗全場景TV
同時，結合陽光100在公寓運營服務方面的經驗，共創服務
平台新模式，帶給客戶最優服務與最新體驗。
當日，TCL電子還發佈了「新物種」LivingWindow浮窗全

場景TV，並宣佈將旗下XESS提升為高端子品牌。
TCL表示，一直致力通過「智能+互聯網」及「產品+服

務」的「雙+」戰略，構建以同時經營產品和用戶為中心的新商業模式，
打造智能電視機的全生態圈，為用戶提供極致體驗的智能產品和服務。
此次與陽光100的合作正是基於TCL全新智能化生態產品，將給喜馬拉

雅用戶帶來未來感十足的AI智能生活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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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不少香港市民及
內地居民喜歡到韓國旅遊，消費購
物後退稅是一大煩惱。支付寶昨日
就宣佈和退稅服務公司 Global
Tax Free（GTF）於韓國推出全球
首個「無紙化」手機退稅服務，赴
韓遊客可於購物後隨時隨地經支付
寶完成退稅手續，不再需要填寫退
稅單以及在市區及機場退稅櫃位排
隊，並能即時在支付寶內以人民幣
形式收到退稅款。

暫只支持內地支付寶
不過，似乎暫時只支持內地的支
付寶，其實，支付寶早就提供手機
退稅服務。
去年初，支付寶於歐洲推出世界
首個掃碼即時退稅解決方案，用戶

只需離境時在機場退稅櫃台掃描支
付寶二維碼即可立即收到人民幣退
稅款。而此次於韓國推出的新解決
方案，將退稅服務進一步簡化，允
許內地遊客於購物後任何時候自行
經手機掃描退稅單操作退稅。

最快一分鐘收到退稅款
遊客只需於離開韓國時，在海關
退稅區的海關自助離境確認機上掃
描護照完成離境確認，在韓購物後
90日內以支付寶掃描護照及韓國退
稅單據，即能最快一分鐘內以人民
幣形式收到退稅款。

約1萬韓商戶支持GTF
韓國是目前全球遊客退稅服務便

利度最高的目的地，該服務的推出

仍將大大簡化遊客於
市區及機場辦理退稅
的時間和精力。
目前韓國支持GTF

退稅服務的商戶約1
萬間，未來支付寶和
GTF計劃將該服務未
來推廣至更多商戶及
國家。
阿里巴巴及螞蟻金

服韓國區總經理Dan-
ny Chung表示，支付
寶注重出境遊客體
驗，由2013年起便推
出退稅到支付寶服務，目前支付寶
已經在全球80多個機場以及部分
市區商戶為內地遊客提供即時退稅
到支付寶服務。此次在韓國又率先

推出「無紙化」解決方案，希望能
充分發揮支付寶的技術能力，不斷
和合作夥伴推出更便捷的退稅服
務，讓更多遊客和商家受益。

■支支付付寶寶在在韓韓國國推出推出全全球球首首個個「「無紙無紙化化」」手機手機
退退稅服稅服務務，，隨時隨地隨時隨地完成退完成退稅稅，，免去免去填寫填寫退稅單退稅單
及及排隊煩惱排隊煩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中國電信（0728）昨公

佈截至6月底中期業績，淨利

潤按年升 8.1%至 135.7 億元

（人民幣，下同），每股基本

盈利0.168元，不派中期息。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於業

績會上透露，公司將今年移動

用戶上客目標由原本的4,000

萬戶，增至5,000萬戶，而寬

帶用戶的目標亦由 1,000 萬

戶，上調至1,200萬戶。

中電信4G ARPU跌13.2%
內地5G料兩年後商用 全年資本開支減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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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信2018年中期業績撮要
項目

經營收入

服務收入

EBITDA

凈利潤

每股基本盈利

移動用戶總數

4G客戶

有線寬帶客戶

移動ARPU

4G ARPU

金額(人民幣)

1,930.29億元

1,775.88億元

558.58億元

135.7億元

0.168元

2.81億戶

2.17億戶

1.41億戶

52.4元

58.3元

變幅

+4.7%

+7.0%

+6.5%

+8.1%

+8.1%

淨增3,166萬戶

淨增3,527萬戶

淨增709萬戶

-7.7%

-13.2%

製表：記者周曉菁

楊杰表示，由於流量漫遊費在7
月1日取消，相信下半年手

機流量資費的降幅仍然較大，對公
司管理以至各方面均有很大壓力，
公司希望透過降本增效，擴大信息
消費，保持收入及利潤的良好增
長。他又稱，政府相關部門正在研
究5G發牌，預料2020年5G將正
式商用，5G的資本開支會涉及網
絡的覆蓋，未來將會公佈更多具體
發展策略。

「星星還是那顆星星」
被問及與中聯通（0762）的合併
傳言時，楊杰頻出金句，稱「星星
還是那顆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

亮」，更以珍珠和鑽石比喻兩大電
訊商的優劣，「珍珠有珍珠的優
雅，鑽石有鑽石的光芒」。他又調
侃，傳聞一直都有，每年都會被問
及，自身來看沒什麼不好，每一回
都能「刷存在感」，表明市場並沒
有忘記公司。
對於前高層的調職，尤其前任總

裁劉愛力上任未滿一年就調為中國
郵政董事長，他稱這代表中電信人
才濟濟，可以向國家輸送人才，貢
獻國家，強調這與兩間電訊公司合
併與否「沒有半毛錢關係」。
移動業務方面，因內地提速降費

及4G用戶增長等因素，拖累三大
電訊運營商的移動ARPU（每用戶

平均收入）表現，惟中電信跌幅較
大，上半年同比跌 7.7%至 52.4
元，其中 4G ARPU 跌 13.2%至
58.3元。楊杰指出，ARPU下降是
必然趨勢，「市場競爭激烈，有些
地方很慘烈」，在寬帶業務的價格
戰之下，公司ARPU已領跑行業。
他堅稱不會打價格戰，公司會在其
他方面着手，如在流量之上疊加更
多內容和服務。

4G客戶突破2.1億
業績報告披露，期內4G用戶突

破2.1億，淨增3,527萬戶；移動客
戶總量達2.8億，淨增3,166萬戶；
公司有線寬帶用戶增至1.41億，寬

帶接入ARPU為47.2元，綜合AR-
PU為52.5元。
執行副總裁高同慶透露，全年預

計資本開支為750億元，較去年全
年縮減 15.5%，上半年為 329 億
元，按年減少19.9%。
若明年不考慮投資5G項目，該

支出會繼續縮減。
上半年，公司經營收入按年增
4.7%至1,930.29億元，其中服務收
入同比上升7.0%至1,775.88億元。
財務總監朱敏透露，鐵塔租賃費

用按年升3.6%至78.41億元，因全
年需增用約7萬個鐵塔數量。
她估計全年租賃費用為170億

元。

■中國電信中國電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左二左二））稱不會打價格戰稱不會打價格戰，，會在其他方面着手會在其他方面着手，，如在流量之上如在流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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