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作環境
（Workspace environment）

考慮屏蔽、分區、設分隔物、制定清
潔指引、確保通風、進入限制、提供
個人防護裝備和資訊科技產品。

業務運作（Operation）

隔離，採取重要的衞生、健康和醫療
措施；提供健康問卷評估，以及身體
和精神上的健康支援。

守則（Regulations）

確保措拖符合政府的規定，以及能滿
足員工的醫療需要，包括員工的職業
健康及安全，和員工外派時的所需。

知識（Knowledge）

了解最新的防疫措施、運輸要求和醫
生證明書要求；建立及時追蹤病毒源
頭和檢疫的措施，措施也必須顧及個
人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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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復工「WORKSPACE」建議8要點
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限制工作場所的人數、制定空間運用
計劃，以及交錯安排工作時間和日
子，例如劃分A、B工作團隊，實施
彈性或遙距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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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Alert）

建立自動預報病毒威脅的機制：內容
涉及本地新感染群組、第二波疫情和
包括騷亂在內的政治安全風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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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緊密聯繫（Fortify）

與傳染病專家建立夥伴關係，接收準
確和及時的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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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僱員權利
（Empowering employees）

溝通和培訓可有效幫助員工理解新機
構最新的工作安排和政策，機構領導
積極參與並以身作則尤其重要。此
外，也要建立有效的投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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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產經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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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通推跨行無卡提款 虛銀都有份
首階段支援11家銀行 涉逾千部ATM

香港文匯報訊 銀聯國際進一步豐富其
手機閃付產品的功能。即日起，香港持卡
人可隨時為 iPhone 內的電子八達通增
值，持卡人日後乘搭交通工具時，可更快
捷方便地以iPhone或Apple Watch使用閃
付功能支付所需。
此外，除了中銀（香港）和渣打銀

行，恒生銀行於香港發行的銀聯提款卡亦
可綁定ApplePay，用戶可在線下透過拍

iPhone或Apple Watch支付，同時亦可進
行線上支付，既可免除接觸現金及按鍵，
亦可讓持卡人享受一系列銀聯專屬優惠。
早在2017年2月，銀聯國際已在香港首先

推出綁定ApplePay支付服務。目前多家發
卡機構的持卡人可通過 iPhone或Apple
Watch綁定各類銀聯卡，其中滙豐銀行、恒
生銀行、中銀（香港）、東亞銀行、工銀亞
洲及安信信貸更支援信用卡綁卡的服務。

銀聯支援電子八達通增值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改變
了市民的支付行為，尤其是對移動支付的
接受程度大幅提升。銀聯國際昨宣布，疫
情期間，旗下手機閃付、二維碼等「非接
觸式」移動支付產品，在港澳的交易量顯
著增長逾4倍，成為市民防疫抗疫的好幫
手。
在港澳，銀聯移動支付受理場景已伸

延至線上線下，超過5萬家商戶支援銀聯
閃付，另亦有超過5萬家商戶支援銀聯二
維碼。疫情期間，即使在整體消費受挫的
情況下，港澳的各類銀聯移動支付產品交
易量仍錄得明顯增幅，在疫情最嚴重的2

至4月期間，交易筆數和金額按年分別增
長高達4.3倍和4倍。
其中，銀聯移動支付線上交易增長最

為顯著，增幅最高的商戶類型包括網上購
物平台、餐飲外賣、影音娛樂、繳費服
務、網約車等，反映市民在疫情間盡可能
減少外出，將日常線下進行的購物、用
餐、生活繳費等活動轉移至線上。
銀聯國際相信，安全性和便利性為消

費者越來越支持「非接觸式」移動支付產
品的原因，即使疫情過後，仍會繼續對此
青睞，因此港澳市場「非接觸式」移動支
付產品未來的成長空間仍非常可觀。

銀聯國際港澳移動支付交易急增

香港文匯報訊 八達通公司昨
宣布，八達通已可以在 iPhone
及 Apple Watch 上使用，配合
ApplePay 的「特快交通」模
式，用戶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
只需以 iPhone 或 Apple Watch
「嘟」一下就可以，亦可在全港
的35,000個零售點，包括超級市
場和便利店使用。客戶無須使用
Face ID或Touch ID解鎖，亦無
須其他操作使用，十分方便。交
易詳情和結餘亦能即時顯示於
iPhone或Apple Watch屏幕上。

最高儲值3000元
iPhone用戶只需幾個簡單步驟，便可透過

「銀包」App或八達通App於iPhone加入
八達通，即時開始使用，亦可隨時隨地在
iPhone上的ApplePay為八達通增值，無須
排隊輪候及使用八達通增值機。八達通在
ApplePay的最高儲值額為港幣3,000元。在
iPhone和Apple Watch上開設、使用或增
值八達通，均沒有任何額外服務收費。
八達通行政總裁張耀堂表示，很高興

八達通在 iPhone及Apple Watch服務面
世。憑藉Apple流動裝置在香港的普及程
度，加上八達通擁有極高的市場滲透率，
透過這個嶄新平台接觸更廣泛的用戶，加
快流動支付在香港的發展，進一步推動香
港邁向無現金化的社會。

用戶可在iPhone透過ApplePay，以香
港發行的Mastercard、銀聯、Visa信用
卡、扣賬卡或預付卡為八達通增值，以及
支付按金及首次儲值額。此外，亦可透過
八達通App，以「好易畀」賬戶或經由
「轉數快」轉賬付款。如所有八達通一
樣，客戶亦可選擇以現金，或以自動增值
服務增值。
八 達 通 適 用 於 iPhone 8 及 Apple

Watch Series 3或以上型號產品。然而，
要將八達通加入ApplePay，系統必須更
新至iOS 13.5及watchOS 6.2.5版本。
客戶如想將八達通加到iPhone，先要

打開銀包 app 並按「＋」，然後開啟
iPhone 的 Watch App，再點擊「Wallet
& ApplePay」，即可將八達通加到Apple
Watch。

八達通登陸
iPhone及Apple Watch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全球多國放寬封城措施，很多
機構陸續關注工作環境如何回復「新常態」，國際
SOS促請企業確保工作環境安全，並可持續地恢復商
業運作，同時避免捲入法律糾紛。該機構提出企業復
工「WORKSPACE」建議八項要點。（詳見附表）
在全球不同地方，如果企業沒有採取正確的減低風
險措施，會不斷被索償官司纏身。國際SOS北歐地
區醫療總監Mark Parrish表示，企業在不同範疇均面
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機構要確保業務可持續運作，便
必須確保在復工期間員工的身心安全得到保障。在對
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大前提下，企業的應對措施稍有不
足便會令復工的過程前功盡廢，甚至會帶來訴訟。

制定持續可行應急方案
Mark Parrish續稱，沒有企業能夠保證病毒不會擴
散，因此具體有效的預防措施非常重要，它能夠降低病
毒擴散的風險，同時使企業能夠履行謹慎責任，提升團
隊應對逆境的韌性。不論在辦公室、工廠、零售商店甚
至是鑽油台，任何情況下企業均要根據最新的資訊，預
備並制定持續可行的應急方案，以便察覺病毒威脅，減
低傳播風險，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迅速給予治療。
他指，企業要從政府公布的復工指引中，衡量哪些適
合相應的員工，同時要從個人角度出發。因此對於不少
企業來說，安全復工期間要推行重要的措施。機構只要
實行正確的復工措施，便能讓業務成功地重投運作。

疫後復工 8項建議保障企業及員工

■有消息指東亞擬出售香港和內地銀行業
務，惟該行昨天已發公告否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東亞銀行
（0023）傳出售核心銀行業務，外媒引述
消息指，該行正就出售香港和內地銀行業務
進行初步討論。東亞昨發公告否認，指該行
並未就出售香港及內地的銀行業務與外界進
行討論，亦未就旗下業務和資產的策略選項
作出任何決定。雖然東亞否認傳聞，但仍升
17.6%，收報17.24元。
東亞主要股東、對沖基金Elliott自2014

年入股東亞後，一直要求東亞出售銀行業
務，又多次公開指摘該行近年管理不善，最
終雙方對簿公堂，至今年3月東亞指將全面

檢討業務和資產組合，雙方才暫時「停
火」。而有關檢討原定於6月完成，不過因
應疫情關係推遲至9月。

「正進行全面策略性檢討」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以Elliott在東亞控制

權爭奪戰中勝利在望為題，引述知情人士指，
東亞委託高盛對該行資產進行策略性檢討，促
使該行就出售香港和內地的銀行業務與金融及
機構投資者進行初步磋商。據悉該行旗下的保
險子公司亦擬出售，不過有關檢討仍在進行階
段，而潛在出售的討論只屬初步階段。
東亞在最新聲明中否認傳聞，又指全面
策略性檢討正在進行，該行與高盛將繼續對
銀行業務和資產進行全面評估，並專注識別
潛在策略性交易，相信該等交易將可提升該
行現有業務和資產的價值，以及潛在非核心
資產的策略選項。
根據去年年報，東亞四大股東依次為日
本三井住友銀行、西班牙Caixa銀行、國浩
集團（0053）及Elliott，分別持有東亞約
19%、17%、14%及8%股權，而雖然李氏
家族僅持有東亞約6.2%股權，但主要透過
複雜的家族持股架構控制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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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6月連
升兩天，昨日
以 全 日 高 位
收市，大市成
交額達 1,142
億元。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
國揚言制裁香港，令外資擔心對香港
的影響，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表示，若
美國制裁香港的行動，打擊到本港的
金融業，並引致經濟增長顯著向下，
香港的信貸評級未來可能會被下調。
但有關言論並沒影響到港股，恒指踏
入 6月份連升兩天，昨日再升 263
點，以全日高位23,995點報收，準備
挑戰24,000點大關。大市成交額雖然
較周一下降，但仍達1,142億元，兩
天以來，恒指已累升1,034點。

網易受追捧 阿里美團回調
國指再升0.4%報9,876點，藍籌中

有39隻上升，3隻無起跌，僅8隻下
跌。重磅股友邦（1299）表現突出，
單日再漲3.2%，獨力貢獻恒指73點，
是貢獻最大個股。表現最好的藍籌是
領展（0823），再升6.4%。里昂表
示，領展受疫情打擊巨大，但領展的
股息收益率仍達4%的可觀水平，高於
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故將其評級
由「沽售」升至「跑輸大市」，相信

現價已反映大部分不利因素。

東亞傳賣盤 急升逾17%
網易（9999）昨日開始招股，首天

認購已經宣布滿額，港交所（0388）
獲追捧而升1.8%，曾創1年高位。但
網易認購踴躍，也觸發部分資金從其
他新經濟股，轉投網易的IPO。當中
騰訊（0700）僅進賬 0.3%，小米
（1810） 升 2.6% ， 但 阿 里 巴 巴
（9988）及美團（3690）齊回調，阿
里跌1.4%，後者回調近2%。
個股方面，東亞（0023）傳出賣

盤，英國《金融時報》指該行檢討或
出售內地銀行業務，東亞一度抽升兩
成，但該行在午後發聲明澄清，該股
全日仍升17.6%報17.24元，成交額
也增至1.7億元。
市場預期內地會再推出刺激家電消

費的政策，內需股國美零售（0493）
價量齊升，全日抽升19%。華電福新
（0816）獲母公司以65%溢價提出私
有化，該行暴升逾60%，以全日高位
2.42元報收。

港股兩日升千點港股兩日升千點 逼二萬四逼二萬四

銀通提供的跨行無卡提款，只要是參
與銀行客戶，不需攜同提款卡，只

需透過銀行App核實身份及預設提款指
示，然後前往貼有「無卡提款」標誌的銀
通ATM，按無卡提款選項，再掃描屏幕
上的二維碼，就可即時取得現金，每日提
款上限為2萬元。銀通亦計劃明年在澳門
推出無卡提款服務。

每日最高提款2萬元
首階段11間銀通會員銀行的ATM支援無

卡提款，包括交銀香港、東亞、中信國際、
建銀亞洲、招銀香港、創興、花旗、大新、
工銀亞洲、大眾及上商，總共涉及逾1,000
部ATM，不過同為會員銀行的中銀香港及
渣打香港並未在首批參與銀行之列。而在手
機App方面，3間銀行包括東亞、工銀亞洲

及渣打香港已加入無卡提款功能。
蔡炳中表示，由於每間銀行內部進度都

不同，因此將分階段推出無卡提款服務，
料8月將有第二批銀行加入，相信至年底
可覆蓋全港約2,000部ATM。至於不設實
體銀行的虛銀亦將加入無卡提款，不過由
於部分合作虛銀仍未正式投運，因此暫時
無法透露更多詳情。

8月起陸續啟用服務
渣打表示，其他會員銀行客戶可於8月

起陸續於該行ATM進行無卡提款；花旗
則表示，該行客戶在8月起可於其他會員

銀行ATM進行無卡提款。銀通新聞稿則
提到正在試業的WeLab Bank（匯立銀
行）即將加入有關功能，另外渣打牽頭虛
銀Mox亦是銀通會員銀行之一，不過未知
會否加入。
蔡炳中亦提到，早前因應疫情，不少市
民都在家工作，加上社交限制等防疫措
施，令ATM使用量出現單位數跌幅，不
過隨着政府放寬防疫措施，ATM使用量
已有所回升，惟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他又指，市民在疫情過後改變提款習慣，
因此銀通亦會研究擴闊ATM其他服務，
如無卡存款等。

銀通昨宣布推出全港跨行無卡

提款服務，首批11間參與銀行共

約千部自動櫃員機（ATM）支援

無卡提款服務，不過銀行手機應

用程式（App）方面暫時只有東

亞、工銀亞洲及渣打香港已加入

相關功能，意味目前只有3間銀行

客戶可率先使用。銀通行政總裁

蔡炳中預期，將有更多銀行加入

相關功能，包括虛擬銀行，至年

底料服務可覆蓋全港約 2,000 部

ATM。■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蔡炳中表示將分階段推出無卡提款服務，料8月將有第二批銀行加入。

■張耀堂（中）稱很高興八達通在 iPhone 及
Apple Watch服務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