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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5電子錢包公司獲發牌
陳德霖：推動零售支付業務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香港金管局25日正式向5個儲值支付工

具(SVF)持牌人發出牌照，獲發牌照的包括八達通、阿里巴巴支付寶、香

港電訊旗下的拍住賞、微信支付和TNG電子錢包。電子錢包全部都會設

儲值上限，若實體卡儲值多過3,000元（港元，下同）及虛擬卡多過

8,000元兼有充值功能，就需要實名登記。

八達通的牌照生效日期為今年11月13
日，其餘4個持牌人牌照，生效日期

均由25日起。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實
施SVF發牌制度，有利新的零售支付工具
推出及採用，同時可保障使用者的利益，
有助推動香港零售支付業務的創新及發
展。

尚有10家營運商未獲牌
金管局高級助理總裁李達志25日表示，
除了首批獲發牌的5個營運商外，現時尚有
10家儲值支付營運商正在市場營運，故他
預計，該局會於11月13日前，批出第二批
相關牌照，但暫難以預計屆時批出牌照數
目，因可能會發出更多的牌照。
他續指，部分未獲發牌的現有發行人，
可能基於商業原因，會選擇退出市場，並
透露，現時已有一個發行人退出市場，該
局期望營運商確保能有序退出，這對使用
者所構成的影響可望減至最低。
五間電子錢包公司全部都會設儲值上
限，是否要用實名登記，就要視乎儲值

額。金管局貨幣管理助理總裁鄭發表示，
如果是實體卡，只要儲值不多於3,000元，
就不用以實名登記。

實體卡儲值超3000需實名登記
如果以手機程式或網上支付，儲值多過

8,000元又有充值功能，就需要實名登記。
該局會於9月初發出指引，講述不同情況下
的監管要求。鄭發認為，考慮到不同營運
商的業務模式，暫時不適合「一刀切」定
下儲值上限，但強調這個規定已平衡用戶
私隱、方便性及洗黑錢風險。
首批獲發牌的營運商包括阿里巴巴及騰

訊旗下的公司，他表示，這些公司均須在
香港成立註冊公司，才可在港營運儲值支
付業務，在打擊洗黑錢及私人要求方面，
均須要符合香港法例。
根據金管局提供補充資料，目前有20多
名有關牌照準申請人，其中一半為本地公
司，另有30%來自內地，餘下為歐美公
司。當中68%為預付卡，32%為網上或流
動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TNG創辦人江慶恩25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獲得香港金管局發牌
是一個好好的消息，因為未發牌前與很多

商戶的合作計劃都未能正式推行，商戶擔心最
終TNG未能發牌。
他表示：「現在發牌後，所有事都可以發展得

smooth(順暢)好多。」他坦言，一旦不獲發牌，他已

為退款作好準備。他指出，TNG的團隊一直很努
力，做了很多工作，今年底前將會推出約1,500個零
售點，相關的商戶亦會開始為旗下員工進行TNG收
費的培訓。
對於未來發展的方向，他認為目前只屬於「剛起

步」，他預告，在下個月27日將會有重大發展公
佈。據TNG的網頁顯示，目前會員人數達到37萬
人。

TNG：可大展拳腳

■江慶恩稱，年底前將會推出約1,500個
零售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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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總裁汪東進（中）25日出席記者會。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鍾昊華）國際油價低位，
令中石油中期業績倒退98%，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汪
東進表示，中石油將把全年產量目標由1.06億噸下調
至1.03億噸，並關閉效益欠佳和成本高於油價的設
施，同時限制建造新的產油設施，以達減產目標。原
油加工量亦降2%至1.335億噸，天然氣產量則維持不

變。
汪東進25日在記者會上指出，國際油價受到地緣政

治、金融投資以及美元匯率等因素影響，不確定性
大，預計國際油價在2017年至2018年回升至每桶50至
60美元，2020年則恢復到每桶60至80美元。他預估生
產成本及利潤的平衡點在每桶55美元，理想價格範圍
則是每桶60至80美元，而目前每桶單價僅45至50美
元，自2014年油價走低以來屬極端低位，影響當前國
際原油產量，對公司上游生產業務亦有影響。但他強
調集團在國際油價低迷之時亦有能力保持盈利，會以
低成本及科投創新策略應付挑戰，新的供需關係有望
在未來兩年內成型。

有信心撐過油價震盪時期
為應對低油價現狀，中石油已下調下半年原油產量

約300萬噸，未來將採取措施包括嚴格控制生產成本、
提質增效，走低成本路線以獲取利潤。汪東進表示，
公司一直在進行資產調整，通過出售部分資產優化戰
略結構佈局。
他又說，公司目前經營利潤在國際可比公司中排名

第二，應對市場風險能力亦較強，有信心成功度過油
價持續地位震盪的困難時期，又指公司於7月份實現經

營利潤超過30億元。下半年如果油價穩定在每桶50美
元左右，對上游業務實現盈利充滿信心。

強調配合國家能源價格改革
另外，中石油的石油和天然氣雙線發展模式不會動

搖，因為這個方針使公司比同業更具發展潛力。目標
是2020年天然氣業務佔比將由約37%提升至50%。同
時，關注新能源業務的發展，對天然氣發電和煤化工
也會做一些研究。國家推動能源價格改革導致天然氣
價格不斷下調，
他指，對政府下一步措施不得而知，但中國石油將

持續積極配合國家能源價格改革，並協助上海天然氣
交易中心發展。
至於中油管道公司情況，汪東進表示，中俄及西氣

東輸管道將會轉入中油管道公司，具體方案將由中油
管道制定和公佈，另外暫未接到國家有關要求中油管
道獨立拆分上市的要求。
他續稱，中石油2030年目標油氣年產量超過3億
噸，中長期目標是提高海外原油產量使國內外產量基
本持平，目前海外產量已達到一定規模，將會視海外
油價波動的情況進行海外投資並擴張海外業務，具體
詳情會適時公佈。

中石油微調今年產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銀河娛樂25日宣佈中期業
績，今年上半年集團經調整EBITDA同比上升13%至47億元（港
元，下同），股東應佔溢利同比上升26%至26億元，特別股息每
股派0.18元，比去年同期的特別股息增加0.04元。主席呂志和25
日在記者會指澳門賭業的跌勢經已見底，未來將增加非博彩元
素，繼續執行審慎成本管理並集中業務焦點於中場。

銀娛多賺26% 派特息0.18元
呂志和指，澳門博彩市場呈現逐步穩定跡象，近2個月已經有
向上的趨勢。現時澳門旅遊業轉型是好事，「以前去澳門家人不
會喜歡，但現在澳門飲食、娛樂、甚至沖浪包羅萬有，好似一個
遊樂園。」他表示將在今年和明年動工的路氹三、四期項目，
90%的樓面會用作會議展覽、娛樂及適合家庭旅客的設施。此
外，在澳門政府亦在「五年發展規劃」中，亦列出改善基建，方
便遊客入境澳門，吸引更多不同旅客。

更多優質酒店落成利旅遊業
總裁萬卓祺指澳門銀河二期、新濠影匯等各個優質的新酒店項

目為旅客帶來新選擇，增加訪澳的誘因，對提升訪客數目有幫
助，他指近期團體和過夜旅客已明顯上升。未來將有更多優質酒
店項目落成，對澳門的旅遊業有利。
有指內地訪澳的旅客增長不如以往，「供應創造需求」的模式

不再，區內亦越來越多地方如海參崴、塞班島計劃設立賭場與澳
門競爭，副主席呂耀東認為內地人口有14億，對澳門旅遊的需求
是無窮無盡。他相信澳門有其優勢，例如賭場較公平公正、法規
完善、治安良好、文化語言相近。雖然外地賭場會有一定影響，
但通過提升設施和服務吸引客戶，不怕與他們在業務上競爭。針
對千禧世代的客戶，他指整個澳門業界需要利用科技創新提升競
爭力，吸引客戶回流澳門。
近期多個競爭對手的項目已經或將會落成，如去年10月新濠影

匯、本月永利皇宮開幕，下個月威尼斯人的澳門巴黎人亦會開
業，面對競爭對手，呂志和指要盡辦法改變，強者自強就能生
存，不會因為避免與其他項目撞期而放慢路氹項目進度。

■呂志和(右)稱，銀娛未來將增加非博彩元素，繼續執行審慎成本管理並集
中業務焦點於中場。旁為呂耀東。 張偉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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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臥龍山東報道）記者從
山東省第六屆文博會重點項目簽約儀式上獲悉，香
港紅杉資本與青島簽約500億元(人民幣，下同)，
將在青島藏馬山打造一個年納客量500萬人次的國
際旅遊度假區。
香港紅杉資本中國區執行董事周建華在簽約儀

式上介紹，紅杉資本擬在共同開發現有項目的基礎
上，初步設想新建影視城、劉謙魔幻世界、動漫
城、兒童大世界、歐盟音樂交流中心、機器人主題
公園、世界經典雕塑公園、教育機構（含初中、高
中、藝術專業學院）等項目，將實現藏馬山區域綜
合開發利用，完善青島旅遊產業體系。

影視城等項目明年建成
周建華表示，影視城、魔幻世界、動漫城等體

驗式項目將於2017年建成，酒店等配套項目也將
最遲於2020年對外營業。

他說，該項目是紅杉資本投資內地文化產業佈
局中的重要一環。據周建華透露，紅杉資本擬在內
地投資建設十個文化產業項目，目前在山東、貴州
等地的項目已取得實質性進展。

港紅杉資本500億建青島度假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晨 上海報道）今
年以來中國土地市場高燒不退，在開發商激烈
的競買中，各類「地王」陸續有來。中原地產
研究中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8月24日，年內
購地額累計逾2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開
發商已達14家。上海中原地產分析師盧文曦表
示，上述14家可謂是今年購地態度最積極的房
企，其合計購置土地467幅，較去年同期的274
幅增長逾70%；同期，14家房企合計付出購地
款4,093.05億元，較去年同期的1,864.01億元增
長120%。
據介紹，上述14家購地最積極的開發商分別為

融創中國、綠地控股、融信中國、碧桂園、中國
恒大、萬科、保利地產、中國金茂、首開股份、
華潤置地、招商蛇口、信達地產、中南建設和泰
禾集團。
從購地幅數看，上述開發商中，年內購地數最

多的3家企業依次為碧桂園、綠地控股、中國恒

大，其累計購地數分別錄157幅、62幅和53幅。
從累計購地金額看，排名三甲開發商依次為融

創中國、綠地控股、融信中國，其年內累計購地
款分別為 478.69 億元、348.8 億元和 345.39 億
元。

「地王瘋搶潮」或藏風險
「對購地較多的開發商而言，瘋狂爭搶『地

王』或帶來巨大市場風險。」盧文曦坦言，目前
14家開發商中的大部分企業購地額，已佔其上半
年銷售額的30%左右，個別開發商購地態度則更
激進。
他舉例，融創中國年內購地總額已達478.69億

元，而其上半年銷售總額卻僅591億元；無獨有
偶，融信中國年內購地總額為345.39億元，而上
半年銷售總額僅132.2億元，「一旦未來全國房價
漲幅放緩，『地王』壓力便可能集中爆發，屆時
市場風險不容忽視。」

今年華14房企購地額逾200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發改委25日刊發「關於做好對外轉讓債權外

債管理改革有關工作的通知」指出，境內金融機構向境外投資者轉讓不
良債權，形成境內企業對外負債，統一納入企業外債登記制管理。
通知稱，轉讓的不良債權適用稍早發改委發佈的「關於推進企業

發行外債備案登記制管理改革的通知」有關規定。此舉旨在做好境
內金融機構向境外投資者轉讓不良債權有關工作，穩步推進企業外
債登記制管理改革，加強全口徑外債管理。通知自8月8日發佈日起
施行。
發改委稱，境內金融機構對外轉讓不良債權登記申請材料應包括，對

外轉讓不良資產情況（賬面本金、利息總額、主要構成、地域分佈、第
三方評估意見）；對外轉讓協議；在新聞媒體上公開發佈的處置公告。
以及，境外投資者企業註冊證明、有關書面承諾及資信業績情況證明文
件，公證機構對轉讓過程出具的公證書等。
發改委在去年9月發佈「關於推進企業發行外債備案登記制管理改革

的通知」，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有效利用境外低成本資金，鼓勵資信
狀況好、償債能力強的企業發行外債，募集資金根據實際需要自主在境
內外使用。

境外轉讓不良債權納外債登記

中人壽半年獲利減近7成
香港文匯報訊 受累於投資收益下降及傳統險準備金

折現率假設更新的影響，中國人壽上半年歸屬於母公司
股東淨利潤為103.95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
降67%，但符合此前預期。
期內每股盈利0.36元，不派中期息。

銀行業金融機構增資1成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監會25日公佈，中國銀行業金

融機構7月末境內總資產212.7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上升14.5%；其中商業銀行總資產為164.4
萬億元，同比增長12.4%。
刊登在銀監會網站的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負債情況表

顯示，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7月末總負債為196.4萬億
元，同比增長14.4%。其中，大型商業銀行7月末總資
產規模為77.9萬億，同比增長5.5%，佔銀行業金融機
構比例為36.6%；同期總負債為71.6萬億元，同比增長
5%，佔比為36.5%。

王健林籲提升國內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

林25日表示，目前全球經濟持續放緩，中國經濟目前
最重要的風險點是消費，要進行系統的頂層設計，把海
外消費拉回中國國內。
他在中國消費經濟創新發展論壇上稱，目前中國居民

海外消費的增速大大快於國內消費，限制海外消費是不
可能的，要研究海外消費過快增長對國內經濟的影響程
度，並努力提升國內消費拉動中國經濟。

雅居樂8.3億奪佛山地
香港文匯報訊 雅居樂宣佈以總代價8.33億元人民幣
（下同）取得廣東省佛山市1幅商住地塊。該地塊位於
佛山市三水區，鄰近三水區政府核心圈，佔地面積為
6.5萬平米，預計總建築面積為22.6萬平米，樓面地價
為每平米3,686元。

■周建華（右）和青島方面簽署藏馬山項目協
議。 胡臥龍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