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大企業佈局電子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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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pay HK

WeChat Pay HK

PayMe

O!ePay(好易畀)

Tap & Go(拍住賞)

TNG Wallet

Apple Pay

MasterPass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可使用商戶/功能

以港幣直接於淘寶或天貓平台購物

直接在WeChat Pay購買商品、保險等

透過PayMe App轉賬

可使用八達通增值O!ePay錢包

透過MasterCard或銀聯網絡於商戶
門市或網上購物

即時兌換外幣、轉賬等

透過 iPhone上的 iMessage直接轉
錢給朋友

可儲存多張信用卡資料

公司

長和(0001)與阿里巴巴旗下
螞蟻金服合資

騰訊(0700)

匯豐控股(0005)

八達通

香港電訊(6823)

TNG(Asia)Limited、新創建
（持 TNG (Asia)約5.7%）

蘋果公司

MasterCard

3 Shop豐澤夥WeLab變身「財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長和

（0001）日常營運將引入「財仔」元素！長
和與金融科技公司WeLab昨宣佈組成策略聯
盟，將消費分期及貸款服務引入旗下位於香
港的3 Shop及豐澤門市。同時，WeLab旗下
貸款平台WeLend會為有意進行消費分期與
現金貸款的客戶作實時信貸評估、批核貸
款，同時可以提取現金，變相令WeLend
「落地」進入實體店經營。

貸款期最長可達5年
據介紹，客戶若成功申請3香港有份推出
的3Money「新機．現金雙享計劃」，客戶
除可以「$0拎走新機」，更可同時額外提取
高達全單價值2倍的現金或50,000元（以較
低者為準）；至於豐澤FlexiPay「攤長畀」
分期計劃更可讓客戶額外提取高達全單價值
3倍的現金或上限15,000元現金。兩個計劃
最後所批出的貸款金額視乎客戶所選的產品
（或服務），以及信貸記錄而定。兩個計劃
可長達60個月分期（即5年），行政月費
0.8%，若供款 60個月計，實際年利率為
18.89%。
以購買最新旗艦手機連月費計劃為例，

「$0機價」出機，分攤60個月還款，每月只
需353元，年利率為18.89厘，若果同時提取
6,000元現金，則每月支出增至501元。

零售分期搶年輕客
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霍建寧昨指出，一般

信用卡的最長貸款年期為2年，難以做到5年

分期付款。此外，普通市民難以向銀行借取
5年期的貸款，但今次合作則可讓客戶可選
擇長達5年的貸款，「買嘢仲有錢攞，全世
界未試過。」
霍建寧續指，零售分期服務針對年輕消費

者，而是次雙方合作向客戶提供的利息「有
驚喜」，WeLab創辦人龍沛智其後補充，多
數信用卡貸款首兩年後的年利率高達逾30
厘，故他們的建議具競爭力。至於雙方何時
將合作拓展至百佳、屈臣氏，以及長和其他
地方的業務，如內地、印尼以至歐洲，霍建
寧則表示「要一步一步來」。
被問到若WeLab取得虛擬銀行牌照後，雙

方會否在虛擬銀行上有所合作，他表示公司
「永遠不會與畀錢（借錢）我們的公司做競
爭者」，似乎暗示公司無意進軍銀行業務。
另一方面，霍建寧透露今年上半年長和在

全球零售銷售有雙位數增長。

港電子錢包推內地跨境支付
WeChat Pay HK下月推 Alipay HK準備就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流動支付平台競爭白熱化，各

營運商紛紛加強支付功能吸客。騰訊（0700）旗下流動支付平

台WeChat Pay HK將於下月1日開始「雙向跨境支付」，向香

港用戶開放內地移動支付服務，即港人日後可直接使用WeChat

Pay HK在內地消費。與此同時，長和（0001）與阿里巴巴旗下

螞蟻金服合資營運的支付寶香港（Alipay HK）昨日亦公佈，其

電子錢包的跨境支付技術層面已準備就緒，目前正跟境外多個國

家及地區的部門洽談，意味支付寶香港用戶日後也可在多個旅遊

地點使用港元計價的電子錢包，不限於中國內地。

由下月 1 日開始，WeChat Pay
HK的香港用戶可於內地使用

流動支付服務，首批接入線上商戶
包括滴滴打車、美團外賣、大眾點
評，以及內地高鐵網上官方售票平
台「12306」等。WeChat Pay HK
會陸續支持其他商戶，如使用
WeChat Pay HK於內地使用流動支
付服務，香港用戶需先行將WeChat
升級至6.7.2或更高版本。

可上「12306」買高鐵車票
騰訊金融科技副總裁馬曉東昨日表
示，香港和內地無法實行跨境支付，
一直是兩地的痛點，但經過中聯辦、
香港政府及國務院商議後，促使雙向
跨境支付可以在短時間出現。馬曉東
又稱，今年是騰訊成立的20周年，該
集團未來會在文化建設上繼續持開放
態度並輸出科技，以支付為起點，成
為兩地連接器。他又指，騰訊同時積
極參與在大灣區的項目，以繼續鞏固
香港金融市場的地位。
至於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司
長溫信祥則表示，當局一向鼓勵普
惠金融服務，早前已明確地列明跨
境支付模式框架等，他指出今次試
點計劃有助鼓勵更多普惠金融服務
商連接兩地。與此同時，中國銀聯
副總裁郝哲亦提及，該集團的支付

網絡覆蓋大灣區，今次打通兩地支
付的渠道，可以滿足香港及內地的
消費需求。

人民幣消費額自動換算港幣
至於雙向跨境支付的具體運作，

WeChat Pay HK將自動為用戶換算
消費的人民幣為港幣，透過與多家銀
行進行合作，即時為用戶提供匯率報
價及自動換匯服務。另一方面，
WeChat Pay HK與財付通將接入銀
聯轉接清算系統，使兩地錢包的結算
流程和金融業務透明、安全和合規。

Alipay HK力拓境外遊網絡
除WeChat Pay HK開通內地電子

支付市場之外，長和與阿里巴巴旗
下螞蟻金服合資營運的支付寶香港
（Alipay HK）昨日公佈，電子錢包
於跨境支付技術層面已準備就緒，正
在和多個國家及地區有關部門和商戶
洽談合作的方案，令用戶於香港境外
亦能如在本地一樣使用電子錢包。
Alipay Payment Services （HK）

Limited行政總裁陳婉真表示，了解
到港人對境外消費的熱切需求，會
着力開拓境外旅遊網絡，希望於未
來數月從最受香港人歡迎、最經常
去的國家和地區開始，實現電子錢
包跨境支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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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內地使用微信支付步驟
1 下載微信最新版本；

2 打開微信香港錢包選擇支付；

3 錢包會自動將需要支付的人民幣
金額換算成對應的港幣金額；

4 如錢包中金額不足，用戶可通過
微信錢包綁定的信用卡或銀行卡
中的港幣進行支付。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騰訊
（0700）昨日攜手中國銀聯在深圳舉行
「移動支付，暢享兩地」雙向跨境支付
啟動儀式。在中國人民銀行及香港金管
局的支持下，微信香港錢包（WeChat
Pay HK）成為首家為香港用戶提供內地
移動支付服務的香港儲值支付工具持牌
方。港人下月起可用WeChat Pay HK在
內地買高鐵票、打車、享用美食等，覆
蓋衣、食、住、行各方面。

解決港人電子錢包消費痛點
騰訊金融科技副總裁馬曉東介紹，香
港市民此前無法在內地使用微信電子錢
包並以港幣進行線上交易。這痛點後來
得到高層關注，香港中聯辦和以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向
中央反映社情民意，經國務院辦公廳和
國務院港澳辦集中調研、中國人民銀行
組織協調、牽頭聯動騰訊和銀聯，才使
得該項目得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快速落
地，實現「移動支付，暢享兩地」。
馬曉東指，該項目是騰訊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中發揮「三個紐帶」（技術紐帶、
市場紐帶、理念紐帶）作用的一個開始。
下月起，香港市民通過微信，可以享受內
地便捷的移動支付服務。騰訊未來更可幫
助香港的科創企業觸達超過10億的內地用
戶。他又指，受益於早期得到香港成熟資
本市場的支持及香港多元文化的熏陶，騰
訊希望在大灣區「互聯互通」中發揮彌合

文化差異、促進理念融合的連接作用。

微信香港錢包大灣區先運行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司長溫信祥

在啟動儀式上表示，綜合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需求和今年監管經驗，人民銀行確
立了規範創新與促進發展並重的監管思
路，推進依法合規可落地的方案先行先
試，微信香港錢包在大灣區先行運行，
具有極強的示範引領作用，希望參與各
方不斷優化用戶體驗。
他透露，人民銀行將鼓勵更多市場主體
合規開展跨境移動支付業務，推動更優質
的支付便利措施。加強與香港的監管合
作，合力推進跨境支付創新業務，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生活圈建設，使港澳居
民充分享受內地移動支付發展業務成果。
本月10號，中國銀聯在香港正式發佈

港澳雲閃付服務，已經有130多家銀行支

持通過雲閃付支持移動支付服務，滿足
港澳和內地的移動支付需求，完善了大
灣區建設的金融建設設施。

完善大灣區移動支付受理環境
中國銀聯副總裁郝哲透露，中國銀聯

聯合支付產業各方，不斷完善粵港澳大
灣區的移動支付受理環境，已經打造了
涵蓋交通、餐飲、娛樂、商超、旅遊等
在內的廣泛移動支付場景，在銀聯卡的
發卡方面，粵港澳主要地區主流銀行已
經累計發行1,900萬多張銀行卡；此外，
銀聯還是香港唯一為借記卡持卡人提供
手機支付的品牌。
他表示，基於銀聯轉接清算網絡，中

國銀聯和騰訊正在加深合作，未來攜手
在支付領域合力打造出更多惠民便民的
服務和產品，滿足粵港澳大灣區物流、
人流互通增長帶來的需求。

中聯辦林鄭促成 建大灣區一體化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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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昨在
美國宣佈加息前夕造好，高開107點後升幅
曾擴大至530點，大市一度重上28,000點，

是今個月來首次。港股急升主因，是受國際
指數公司將加大A股比重的消息所刺激，惟
午後A股高位回落，恒指升幅亦收窄，在期
指結算日前夕，恒指收升317點，報27,816
點，成交1,084億元。

國慶假將至 流動性或趨緊
指數編算公司富時羅素表示，可望將A股

納入旗下指數；MSCI更搶先一日宣佈，考
慮會大幅提高A股的比重，由目前的5%大
幅上調至20%，將於明年分兩階段進行。消
息大幅推高滬指曾升過1.6%，收市仍升近

1%，重上2,800點，創近兩個月高位。
長城證券分析師認為，近期市場呈現回

暖跡象，加上MSCI考慮提高A股指數權重
至20%，料短線利好A股指數，令滬指可
以保持在2,800點上下穩住陣腳。但他提
醒，國慶假期將至，加上第三季季結，市
場利率或會走高，短期流動性趨緊或影響
市場表現。
廣發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戴康表示，

MSCI加大A股的比重，反映內地市場及
人民幣的地位，正獲得更多國際的認
可，並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資金吸納A股。

至於A股將獲納入富時指數，他指出，目
前跟蹤富時指數的資金規模約在1.5萬億
美元，預計在最初階段為A股帶來的資金
流入，應該與A股最初「入摩」時相若，
約為120億美元，即約810億元人民幣。
假設被動基金的佔比約10%，即有12億
美元資金會在納入指數的初期進入A股市
場。

憧憬美加息 銀行股偷步炒
港股方面，美國今晨很大機會加息，市場

炒作本港銀行會跟隨升息，是12年來首

次。加上1個月拆息連升6日，續處10年高
位見2.21厘，支持銀行股整體向上。匯控
（0005）升1%，恒生（0011）升1.2%，中
銀（2388）更升2.5%。
其他藍籌股也近全線上升，石油股更是

升市動力，擔心美國制裁伊朗的原油出
口，布蘭特期油曾升至4年高位。中石油
（0857）、中海油（0883）均升逾4%，是
升幅最大藍籌。此外，領展（0823）再檢
討旗下組合，市場相信該公司可能再出售
部分項目，大行也上調其目標價，該股收
升4%。

MSCI沖喜 港股急升逾300點

3 香 港 與
WeLad 合作推
出現金借貸服

務，客戶只需作簡單的網上申請，透
過人面辨識功能認證身份後，系統便
可即時批出分期貸款，供客戶選購最
新手機。上述服務雖為客戶提供方
便，但在目前手機App借貸愈趨普遍
下，可能令自制力偏低的年輕人，更
容易面對高額債務問題。日前環聯信
貸就公佈了有關信貸監察研究的數
據，指出年度自行查閱信貸報告人數
達到14萬人，其中14%人（約1.96
萬人）信貸差劣，有 3%人（約
4,900人）更面臨破產風險。

調查：港1.96萬人信貸差劣
環聯目前在本港有約540萬消費者

的信貸記錄，該調查發現，年內曾經
自行查閱信貸報告的14萬人中，80
年後出生的比率高達64%，反映年輕
人較主動查閱自身的信貸報告，惟其
信貸狀況卻不健康，情況令人關注。
環聯分析了這14萬人的背景及信

貸狀況變化，發現有約3%的人在申
請報告起計的3個月內宣佈破產，而
近年這個情況有上升趨勢。

無現金化易忽略信貸管理
另有14%的人信貸評分屬次級，索

取報告主要為尋求改善信貸的方法。這
類人士已出現無力償還最近一期還款的

情況，大多數金融機構均會拒絕其貸款申請，使
他們只能向財務公司求助，繳付昂貴利息。
環聯方面指出，流動電子支付愈趨普及，無

現金化容易令年輕人忽略信貸管理，令他們面
對較高的信貸風險。從金管局的數據顯示，截
至去年底止，香港零售銀行的信用卡呆壞賬比
率只為1.95%，顯著低於高峰數值，顯示銀
行間的壞賬有可能轉移到網上財務公司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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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夥銀聯啟動「雙向跨境支付」，下月1日開始向香港用戶開放內地移動支付服務。

■港人登陸微信香港錢包即可到內地消費。
■霍建寧（左）稱是次合作向客戶提供的利
息「有驚喜」。右為龍沛智。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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