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產經兩
地

■責任編輯：黃驍

20202020年年55月月212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

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今年

首季使用量激增60%，反映疫情

下本港實施社交限制，令網上服

務需求大增。金融學院轄下研究

中心進行研究，以評估本港銀行

應用金融科技現況，發現平均有

86%受訪銀行已經或計劃將金融

科技方案應用於各類金融服務及

銀行營運流程，數據顯示在過去

兩年，當銀行的金融科技程度增

加10個百分點，成本與收入比率

平均累跌1.67個百分點，而資產

回報率則累增0.05個百分點。

港應用金融科技成效初見
研究顯示有助提升成本效益改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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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影響銀行服務分類調查*
項目

儲蓄和存款賬戶服務

支付和資金轉賬

外匯交易和匯款

個人財務

按揭貸款

企業貸款

貿易融資

投資及理財管理

經紀服務

現金及流動性管理

風險管理服務

保管服務

*表內所列為受訪者對項目認為無影響之百分比。

製表：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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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PayPal 昨在港推出
QR code（二維碼）支付功能，協助用
戶以免觸模式進行買賣。是次新功能
同步於全球28個市場推出，PayPal高
級副總裁John Kunze表示，隨着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看到電子支付
需要進一步在線下環境支援安全實體
交易的需求大幅上升。PayPal是次推出
QR code支付功能，能確保買賣雙方
交易時的安全性和便利，同時滿足對
保持社交距離，以及線下交易安全的
需求。

豁免商家費用至八月上旬
此外，為持續協助香港的商業用戶

度過艱難時刻，PayPal將在今年8月10

日或之前，豁免QR code付款的商家
費用。
與支付寶等使用二維碼支付工具的

使用方法類似，PayPal的市集攤檔檔主
可以列印QR code 並將其張貼在攤
檔，買家只需簡單進行掃描，輸入所
需金額便可即時付款。新方式讓商戶
可以大大減低與顧客的實際接觸，同
時有助顧客減少接觸付款工具。付款
過程中顧客只需將手機鏡頭對準QR
code，無須觸摸或額外購買任何裝置。
買家可以進入PayPal應用程式，點

擊「發送」，然後按右上角的QR
code標誌，相機功能將隨即打開，用
戶可以掃描賣家的QR code，並按提
示完成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聯想（0992）昨公佈截至3月末的財
年業績，稱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武
漢工廠未能正常生產，第四財季即今
年首季度收入按年跌一成，股東應佔
溢利急挫64%。受此拖累，財年全年
收入微跌0.63%至507.16億美元，股
東應佔溢利增長 11.4%至 6.65 億美
元，派末期股息21.5港仙。聯想全日
股 價 收 4.35 元 ， 微 跌 0.03 元 或
0.69%。

楊元慶：疫情長遠影響低
董事長楊元慶於電話會議中表示，

疫情雖然令武漢工廠停產數星期，拖
累了第四財季的智能手機以及個人電
腦業務表現，但整體而言對集團和行
業的長遠影響較低。公司內地廠房在
2月份短期停產後，現時產能已恢復
100%正常，惟關鍵零部件短缺仍可能
造成供應不足，望產量可逐月改善，
盡快滿足市場需求。

疫市抓商機 聚焦個人電腦
疫情期間全球都須在家工作、學

習，這直接驅動市場對個人電腦及智
能設備、雲端建設和5G網絡等的需
求。他相信，這種需求將長遠存在，
尤其是對個人電腦及智能設備的剛
需，料未來這一業務的銷售可增長
25%至30%。集團會抓住這些機會，
實現優於市場的增長。
以分部來看，期內個人電腦和智能

設備業務佔領了全球市場份額的
24.5%，按年增長了1.2個百分點，營
業額按年升3.6%至398.59億美元，佔
集團總營業額的 79%；除稅前溢利按
年增長18%達到23.45億美元。移動
業務營業額降 19.2%至 52.18 億美
元，其中下降的 58%都來自第四季度
的供應短缺，全年虧損約4,300萬美
元。此外，數據中心業務的收入按年
下降了8.7%，而虧損則按年減少至
2.226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疫
情下消費者生活習慣改變，花旗集團昨表
示，旗下財資及貿易金融業務的亞太區機
構客戶今年首季大幅度加快數碼應用步
伐，期內亞太區機構客戶網上開戶數目增
長接近3倍半，當中超過五成新賬戶是在
香港開立。

逾半新賬戶於香港開立
花旗表示，去年在香港及其他亞太區
市場推出網上開戶服務，令機構客戶可於
兩天內開立銀行賬戶，推出後反應良好。
單計今年首三個月，該行透過有關網上開
戶平台為亞太區的機構客戶開立逾1,000
個賬戶，當中有超過一半新賬戶是在香港
開立的。
而由去年首季至今年首季，花旗透露

該行為機構客戶提供的網上銀行平台及聯
繫方案平台的使用量按年錄得大幅增長，
其中網上銀行平台應用程式的用戶總數按
年增長19倍、使用生物認證用戶總數按
年增長24倍，而API客戶總數亦按年增
長1倍、API使用量則按年增至4倍。

應用程式用戶年增19倍
花旗認為，近年機構客戶穩步加快數

碼科技應用步伐，疫情出現亦加快了數碼
方案和渠道的應用速度。而花旗集團亞太
區財資及貿易金融業務數碼渠道及數據部
主管Sanjeev Jain表示，留意到機構客戶
在今年首季的數碼渠道使用率顯著上升，
而集團在這特殊時期將繼續與客戶緊密合
作，並將透過相關數碼方案支持客戶業務
營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疫情下外賣市場很吃香，再有初創公
司推出外賣平台。香港科技園創業培
育計劃畢業公司Eats365成功開發出
嶄新的Eats365網上點餐平台，包括
Eats365 網上市集 (Eats365 Market-
place)及為餐廳建立專屬網店(Mer-
chant Branded Web) ，提供全港首個
針對網上點餐的餐飲系統整合方案。
Eats365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李維聰

表示，Eats365網上點餐平台向餐廳收
取較低廉的費用，讓餐廳可享有更大
盈利和減價空間，以800元的外送訂
單為例，餐廳所負擔的成本僅為一般
外送服務供應商的三分之一，餐廳更
可從而調低其餐品價錢，提高競爭
力，目前已確定有100多間餐廳於5
月中旬加入新平台。

首階段只提供外賣自取
外賣平台首階段於5月中旬推出，

而第二階段（包括直接聯繫本地物流

夥伴的功能）將於2020年第三季度推
出。外賣網上市集首階段只提供外賣
自取，料每日訂單量可達 1,000 至
1,500 宗 。 該 企 業 又 已 經 與
CALL4VAN聯乘，且正在與其他物
流車隊洽商，在6月中開始外送服
務，於年底前單日訂單量可高達1.5
萬宗。外賣速遞服務的運費將由餐廳
與物流公司自行釐定；換言之，餐廳
可自己決定承擔多少運費成本，或適
時推出運費優惠。

Eats365推網上點餐
逾百餐廳加盟

「疫」季影響收入
聯想全年多賺逾11%

■李維聰(右)表示，Eats365網上點
餐平台對餐廳收費低廉，使其有更大
盈利和減價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金管
局去年分批發出8個虛擬銀行牌照，至今
超過1年，而8間獲牌虛銀中只有眾安銀行
已正式投運。金管局高級助理總裁劉應彬
昨表示，餘下虛銀有5間正進行金管局的
沙盒測試，相信很快會開業，他強調當局
不會為虛銀開業設立任何時間限制，反而
認為其系統是否穩健及符合監管要求更重
要。
眾安銀行上月正式投運，頭炮推出一厘

活期息吸客。有分析認為虛銀以較高的存
息吸客，會對其他傳統銀行構成壓力，劉
應彬回應時指，虛擬銀行與傳統銀行競爭
是局方預期之內，不過目前未見對業界產
生太大影響，而早前有銀行下調定存息
率，相信與大環境變化、資金流動性增加
和環球主要央行減息等有關。

除了眾安銀行，由渣打（2888）牽頭虛銀
Mox、小米（1810）夥尚乘金融合資天星銀
行、螞蟻金服旗下螞蟻銀行、WeLab旗下匯
立銀行、平保（2318）旗下平安壹賬通銀行
均已在試業中；騰訊（0700）牽頭富融銀行
亦已進入內部測試階段；至於中銀香港
（2388）牽頭虛銀Livi，該行在今年3月公佈
業績時透露項目正積極推進中。

低估籌備難度或致延期開業
金管局去年3月至5月期間，先後批出8
個虛銀牌，而原本預計虛銀獲發牌後可於
6至9個月內開業。
對於不少虛銀開業一再延期，市場相信

或與低估籌備工作難度有關，才未有按原
訂計劃在發牌後6至9個月內開業，不過餘
下7間虛銀相信將於年內悉數登場。

PayPal 在港推二維碼支付花旗亞太機構客網上開戶 首季增3倍半

快將登場
5虛銀「沙盒測試」中

■花旗集團表示，旗下財資及貿易金融業務的亞太
區機構客戶首季大幅度加快數碼應用步伐。圖為花
旗銀行北京一處分行營業點。 資料圖片

■ 劉 應 彬
（中）表示，
研究初步結果
顯示，銀行更
廣泛應用金融
科技，有助提
升成本效益及
改善盈利。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金融學院轄下研究中心昨發表香港
銀行業金融科技採用和創新調查

報告，研究發現有54%受訪銀行認為金
融科技在未來3年會令銀行的存款市場
份額輕微下降，有65%認為對存款流動
性影響溫和。研究又以巴塞爾銀行監管
委員會提出5個情景，以評估銀行對於
未來10年金融科技發展看法，當中發現
有6成至7成本港銀行，預計未來10年
將出現銀行主導情景，即現有銀行致力
邁向數碼化及現代化，並利用科技改變
現有商業模式。

料為風險管理帶來衝擊
而在金融科技應用愈來愈廣泛下，受
訪銀行均認為，未來5年金融科技對各
業務帶來更大影響，尤其是個人財務及
風險管理服務，全部受訪銀行均認為兩
大業務未來5年無可能避免受金融科技
帶來衝擊，其次為外匯交易和匯款、儲
蓄和存款賬戶服務、支付和資金轉賬，
分別只有3%、6%及6%受訪銀行認為5

年後未有受影響，至於預期最不受影響
的服務為保管服務，但亦只有26%認為
保管服務5年後不會受金融科技影響。
而在受影響同時亦帶來機遇，受訪

銀行認為未來5年，金融科技對銀行各
業務帶來更大機遇，當中最多機遇的
服務，依次為風險管理服務、按揭貸
款及經紀服務，分別佔77%、62%及
62%。而平均有86%受訪銀行已經或計
劃將金融科技方案應用於各類金融服
務及銀行營運流程，而最為銀行採用
金融科技的服務包括個人理財、投資
及財富管理及經紀服務，分佔100%、
97%及92%。

利用科技改善作業模式
研究報告表示，所有零售銀行已將金

融科技方案應用於包括數碼錢包和手機
銀行在內的流動技術、雲端運算和開放
應用程式界面，但不太熱衷於發展市場
交易平台，因為這可能會影響銀行作為
金融中介的角色。

金管局高級助理總裁劉應彬表示，研
究初步結果顯示，銀行更廣泛應用金融
科技，有助提升成本效益，盈利亦有改
善，相信銀行在未來10年有信心利用科
技改善作業模式，保持核心銀行服務，
不會被新競爭對手淘汰。而根據報告數
據，在過去兩年，當銀行的金融科技程
度增加10個百分點，成本與收入比率平
均累跌1.67個百分點，而資產回報率則
累增0.05個百分點。
另外，金管局分4個階段落實開放應

用程式介面（API）功能，劉應彬透露
第3、4階段開放API正在籌備中，因應
或涉及客戶個人資料，令過程較為複
雜，故局方需要更審慎處理，希望今年
之內可有準則推出與銀行業界討論，並
於明年落實推行。問到轉數快會否擴展
至其他貨幣，金管局助理總裁（金融基
建）鮑克運則指，轉數快是便民措施，
而目前香港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交易，
未來會視乎需求而考慮交易是否擴展至
其他貨幣及納入更多交易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