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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外賣平台大不同
只要有微信，無需另外下載

APP，搜索小程序「美團外賣」即可
使用美團外賣。支付界面中可選擇微
信零錢、銀行儲蓄卡以及信用卡進行
支付。對於港人來說，無論哪一種支
付，都需要首先用回鄉證對微信進行
實名認證，然後以內地手機號綁定內
地銀行卡，才可支付成功。成功下單
後，為了催單或者增加特殊需求，內
地手機卡還可以直接在美團外賣上聯
繫餐廳與騎手。
此外，微信小程序中還有美團團購

小程序，除了外賣點餐外，還集合了
外賣、美食、酒店、休閒、打車、送
菜上門、跑腿代購、火車票機票等一
站式生活服務功能，方便生活的方方
面面。另外，美
團與大眾點評
相互打通，可
以直接在美團
團購中搜索餐廳
名，獲得最真實
可靠的評分與評
價。
除 普 通 配 送
外，美團還特別
設置了「美團專
送」服務，此類
訂單由專送騎手配
送，嚴格控制店舖
與送餐目的地的配
送範圍，保證訂單
及時快速送達，相

同
距 離
比普通配
送至少快 10
分鐘。同時專送
服務會確保繁忙時
段、惡劣天氣之下一定
有騎手接單，並保證餐品
的完整性。當然，「美團
專送」所需支付的配送
費相應也會更高。
在優惠方面，美團

外賣設置了許多活
動，如簽到、
打卡、下單可
賺積分，積分
累積到 100 時
即可兌換 1元
人民幣，在下
單時可抵用。
但這種組隊拆紅
包、拚手氣紅包
等活動需要通過微
信將鏈接轉發給好
友參與，才能完成任
務獲得獎勵，且金額隨
機，實際上是一種變相推
廣美團的廣告形式。

Food-
panda 是 在
香港扎根最久

的外賣平台，其
最大的特點是能以現

金支付餐費，賬號綁定
支付方式也十分廣泛，
Visa、Master、AE信用
卡 ， Google Pay、
PayPal、 Apple Pay
等等。由於登錄香
港已六年有餘，
其合作食肆覆蓋
超過 7,000 間，
小至街邊小食大
到米芝蓮餐廳都
能選擇，送餐
覆蓋範圍亦十分
廣泛。運費一般
以港幣15元起，
送餐時間由20分
鐘至40分鐘不等。
雖然每單都要收

取運費，不過 Food-

panda的優惠活動眾多，各類優惠
碼能不時做到免運費，甚至全單
半價。新註冊用戶輸入相關優惠
碼也可享新人折扣。此外，用戶
成功在參與回贈獎賞券計劃的餐
廳落單後，可獲訂單總額中指定
百分比的金額作為「回贈獎賞
券」，下次於同一餐廳落單可使

用。
在疫情
影 響 之
下 ，
Foodpan-
da 去年推
出 了 Pan-
damart，於
餐廳之外，
便利店、超
市甚至酒店都
設有外送服
務，可以落單
外 送 生 活 用
品、雜貨、零食
等，不失為單獨
居家隔離人士的
一個外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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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穩定
推月費計劃

內地外賣平台基本是「美團」和「餓了麼」平分天
下，兩者均須綁定手機號、內地銀行卡以及進行

實名驗證後，方可進行下單等操作。這兩大平台為
「搶客」，APP界面的分類和選擇越做越精細，不
僅可以用來叫餐，還推出了全覆蓋的多類生活服
務功能，以及五花八門的優惠玩法，最大限度
培養用戶的活躍度和忠誠度。

港APP價比堂食貴
香港「慳用」的外賣APP，則以
Foodpanda

和戶戶送（Deliveroo）莫屬，兩者以綁定信用卡為主
要支付方式。與內地外賣APP相比，堂食和外賣價格
大有差異，一般同一款食物或套餐，在APP內顯示的
價格會更貴。以麥當勞為例，Foodpanda和戶戶送
都有「自選飽（包）二人套餐」，所需支付的
費用均為109元起；但若堂食，同等組合搭
配後，這個套餐約能以90元購得。且還要
根據距離、種類等，支付額外的運費、
服務費。在疫情籠罩之下，兩大平台
也相應迎合需求，推出了生活百

貨外賣服務。

香港疫情持續嚴峻，不少港人選擇北上過年，情願忍受來回隔離至少28日之苦。在漫長的隔離期間，使用外賣叫餐服務在所難免。尤其是遇到一些酒店的餐飲

質量未如理想時，外賣APP就成了隔離人士的「救命稻草」。本期《數據生活》介紹兩地各種外賣APP的特點，幫助讀者做出最適合自身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胡永愛

餓 了 麼
APP外賣界面有
比較清晰的分

類：簡餐便當、漢堡披薩、
炸雞炸串、奶茶果汁；頁面上會基於用戶定位，滾
動推薦連鎖餐廳外賣，幫助「選擇困難症」用戶更
快速地尋找到自己想要餐廳。支付方面，餓了麼支
持支付寶與微信支付。但無論哪一種支付，都需要
先以內地手機號登錄APP，在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綁
定內地銀行卡後，才可以成功支付下單。
相較於其他平台，餓了麼的優惠力度較大。打開

APP，一般可收到滿25減5元人民幣通用券，以及
數額不等的果蔬商超紅包等，以較短的時效營造緊
迫感讓用戶即時下單。而「領券中心」中，優惠券
形式較多，有每日固定時間直接靠手速搶的優惠
券，有店舖折扣餐品券也有銀行合作專區優惠券，
還有激活第三方借款產品後獲得優惠券……領取時
需要進行仔細分辨，是否適合自己，以免盲目開通
其他金融借貸服務。
其推出的「超級吃貨卡」，相當於購買平台會員

卡，即
以5元人民幣

左右（價格會根據
平台活動力度浮動）購買

一張超級吃貨卡，會獲得4張
全同台無門檻的5元人民幣優惠券，在

31天內，每一次外賣點單均可使用。此外，
經由超級吃貨卡下單後，會獲得多於平常訂
單5倍「吃貨豆」，
用以抵扣訂單金額。
如隔離期間點單外賣
頻繁，更適合購買。
有趣的是，餓了麼

APP還開拓了類似支
付寶螞蟻森林的玩
法，在手機頁面種下
果苗後，通過好友助
力、點外賣、逛特定
頻道，可以獲得「水
滴」與「陽光」，當
果苗成熟後，用戶即
可收到免費且包郵到
家的一箱水果。雖然
免費，但完成任務需
要一定的時間與精
力，並需瀏覽平台要
求的內容，有廣告引
流嫌疑。

隔 離 期
間若需頻繁嗌外賣，

戶戶送的「戶戶送Plus」的月費計劃是
個不錯的選擇。每月支付98港元月
費，消費滿100港元可以免運費，一個
月內無限次免運費訂餐，以每單20港
元運費計，意味着落單5次就可回本。
月費計劃提供了7 日免費試用，試用期
結束前可隨時取消，無需付款。
綜合小編和眾多網友的外賣經驗來

說，戶戶送落單後的送餐時間相對比
較穩定，延時和嚴重超時的現象較為
少見，官方數據為「送餐時間平均為
32分鐘內」。平台在九龍和港島不同
區都開設了「戶戶小廚」，即為多個
品牌的集中式廚房，從某種程度上保

證
了部分
區域送餐
的效率。
不過，戶戶送除

了收取運費外，未滿50
港元的訂單可能會被收取小
型訂單費用，整張訂單也需額外
收取2港元的服務費，不建議使用戶
戶送購買一些小金額的外賣。優惠方
面，最抵用的就是現時用戶憑ZA
Debit Card落單，輸入優惠碼可獲
高達11%的回贈。

不同外賣平台特色
美團

餓了麼

Foodpanda

戶戶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與大眾點評網相互打通，可獲得最真
實可靠的外賣評分與評價
優惠玩法多，「超級吃貨卡」、種果
苗贏免費水果等

可支付現金，在線買餸30分鐘送達

「外賣愛好者」可購會員省運費，送
餐時間平均為32分鐘內

留意短線A股港股後市風險中證監批准設立廣州期貨交易所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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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1年，港股和內
地A股市場升勢明顯加
快，滬深300指數近日已
突破2015年高位，並創
13年新高。而香港恒生指

數曾經升至30,000點，兩地可以說是市場流
動強且氣氛熾熱集中高增長股板塊。惟筆者
認為後市需留意幾大風險因素：首先，人民
銀行強調未來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平穩，筆者
相信今年進一步加大「放水」力度的機會不
大，這會影響流動性。
滬深兩市融資餘額已升至逾1.5萬億元人

民幣水平，若以市場預測今年首季內地
GDP計算，現時A股融資餘額規模已相當
於首季GDP 6.4%。這比率雖然仍遠低於
2015年高峰，但為 2015年第 2季後的新
高。A股上升雖創造財富效應，但過度急升
亦會抽走實體經濟資金。若槓桿未來續升，
監管機構或可能為市場降溫，以防止市場過
度投機。

注意南下資金變化
港股方面，上周全周港股通南下資金淨流

入創歷史新高，推動恒指飆升。然而，回顧
過去數年，南下資金操作風格並非次次長
線，資金流向效應亦難長期支撐股市表現。
南下資金近日集中流入一些科技股和通訊服
務板塊，若未來增持步伐減慢，將成為港股
短期風險之一。此外，亦需留意隨着拜登就
任新一屆美國總統之後，中美貿易糾紛會否
因此而緩和，這仍屬未知之數，有待觀察。
最後關注技術走勢，滬深300指數自去年

3月19日低位至今已累積上升超過五成，
RSI呈頂背馳。回顧過去2017年底及2019
年初，滬深300指數出現頂背馳後，A股隨
後進入技術整固階段。港股走勢方面，恒指
RSI上周曾經超過80，為過去三年以來最
高，短期技術調整風險的確不可忽視。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
資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發言人高
莉上周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證監會
正式批准設立廣州期貨交易所，為貫
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意見》等的重要舉措。市場人士預
期，跨交易所指數產品、碳排放權期
貨、電力期貨等，都可能會是廣期所
未來考慮和研究的方向。
2019年初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提出，支持廣州建設綠
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研究設立以
碳排放為首個品種的創新型期貨交易
所。去年5月發布的《關於金融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進一步提
出，要研究建廣期所，以及開展碳排
放、外匯試點。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
於同年9月2日審議通過《關於貫徹落
實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見的
行動方案》中指出，廣州正在配合國
家有關部委做好交易所落地及交易品
種研究儲備。

去年10月，中國證監會成立廣州期
貨交易所籌備組，指設立廣州期貨交
易所是中國期貨市場改革發展的重大
舉措，對於推動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
展、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以及國
家「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大的戰略
意義。

盼品種交易制度有創新
內地證券時報網引述中國（香

港）金融衍生品投資研究院院長
王紅英認為，廣州期貨交易所在
金融期貨品種建設及交易制度等
方面可能有所創新。比如，匯率
市場方面的交易是否有可能與上
海平分秋色，也期望這廣州期貨
交易所將會在資本項下不斷開放
的背景下，嘗試性地建立一個更
加國際化的交易制度，無論是中
國的個人和企業，包括海外的個
人和企業，都能夠平等地進入到
市場來進行交易。

廣州是全國期貨業起步最早的城市
之一。早於1992年9月，廣州成立了
全國首家期貨經紀公司，此後設立了
華南商品期貨交易所等多個期貨交易
所。今次廣州期交所成立後，內地期
貨交易所增至五家，其他四家營運中
的期交所分別是上海期貨交易所、鄭
州商品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及中
國金融期貨交易所。

● 證監會正式批准設立廣州期貨交易所。圖
為廣州南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