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僑永亨：低息益舊客
每年在稅貸優惠上非常進取的華僑永亨，今年以

「我們貪新，更念舊」的宣傳口號，希望保持與舊
有客戶的長遠關係，提供全城最低的實際年利率
0.49%予今年是連續第三年成功申請「稅亨通」純稅
務貸款客戶。只要忠實擁躉客戶成功提取稅額3倍或
以上之「3個月免息免供純稅務貸款」貸款額及12
個月為還款期，首100%稅額之貸款額即可享劃一實
際年利率0.49%，其後之200%以上的稅額貸款則可
享實際年利率劃一1.49%。

中銀：公僕申請有着數
人人說做公務員是「鐵飯碗」，每年不少人嚮往
打政府筍工，為此爭崩頭。原來，做公務員不僅薪
高糧準，就連借稅貸亦有着數。中銀香港推出「貸
合適」稅務貸款，「中銀理財」及「智盈理財」的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或醫院管理局員工客戶，全新
登記並選用「發薪服務」，即享稅務貸款實際年利

率低至0.5%。另外，政府公務員更可享0.5%活期儲
蓄存款年利率及高達3,000元獎賞等專屬優惠。

渣打：提供更低價保證
旅遊網站可以方便大家格價機票酒店，務求以最

抵價錢去旅行。身為精明的香港人，除了去旅行要
計到盡，稅貸利息亦必須是最低，且最適合自己。
渣打今年推出實際年利率低至1.03%的稅季「分期貸
款」計劃，貸款額可高達250萬元，或月薪9倍，以
較低者為準。全新合資格「優先理財客戶」，可享
低至1.03%的實際年利率；現有「優先理財」客戶，
亦可享低至1.45%的實際年利率。另外，渣打更提供
「更低價保證」，無論客戶於其他銀行獲批的稅貸
利息有多低，渣打亦可於該稅貸實際年利率上打9
折。

富邦：夫婦申請可慳息
共同打理一個家庭實在不容易，小至每天膳食費

用，大至供樓交租，每一項支出皆要精打細算。踏

入稅季，相信家中的財政大臣亦非常頭痛。今年富
邦銀行以「幫你迅速逃離『稅局』」作宣傳，推出
實際年利率低至1.97%的稅貸，貸款額最高可達月薪
8倍或100萬元，以較低者為準。還款期長達24個
月，貸款直接存入客戶指定的銀行戶口。雖然實際
年利率1.97%相對不太吸引，不過富邦銀行推出的稅
務貸款優惠，可讓夫婦同時申請，息率將按兩人獲
批核貸款總額計算，共享更低息率優惠。

大新：網上申請有回贈
都市人人手一部手機，不但可以提供娛樂及資訊，
更有助處理生活上大小事項。市民可以上網報稅，當
然亦可以上網借稅貸。大新銀行推出「快應錢」貸款
計劃，客戶可享貸款實際年利率低至1.28%，貸款額
高達10倍月薪或100萬元。即日起至2017年2月28
日成功申請交稅「快應錢」，以及大新ONE＋信用
卡和360o「易出糧」服務，甚至有機會獲高達2,788
元現金回贈。如果客戶透過大新網頁或手機應用程式
成功申請，更可獲額外50元現金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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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資金出現新轉向
財技解碼

經濟還看特朗普
美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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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年尾，不少朋友擺酒結婚，大家收「紅色炸彈」收到手軟，人情利是

頻頻從荷包飛出。此時此刻，如果打開信箱收到「綠色炸彈」，又會再嚇到

腳軟。轉眼間稅季又來到了，各位又要盡早預留一筆資金交稅，盡香港市民

責任。手頭緊的朋友不用擔心，因為各大銀行已推出稅貸優惠，且今年的稅

貸戰遠較以往激烈，特定客戶劈息至0.5厘的史上新低，銀行「蝕住做」。下

面一起看看今年各間銀行以什麼招式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

市場上的稅貸計劃林林總總，銀行針對
不同人士需要，推出各項免手續費、現金
回贈、免息期等優惠，加上密密麻麻的條
款 及 細 則 ， 實 在 令 人 眼 花 繚 亂 。
MoneyHero.com.hk總結了數個借稅貸需要
注意的重點，如果大家打算借稅貸，在細
心比較各間銀行的稅貸資料期間，可以留
意以下事項，挑選出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1 實際年利率見真章
各間銀行紛紛出招，推出不同優惠，例
如免息期或現金回贈等，不過最緊要看清
楚稅貸產品的實際年利率（APR）。因為
APR才可實際反映利息高低，以及借款的
實際支出，千萬不要因為其他優惠而忽略
實際年利率。

2 留意利息優惠條款
市面上宣傳低息或免息貸款的優惠各有
特色，大家少不免會被吸引。不過，必須
留意宣傳單張或網站上的一般條款及細
則，因為當中會透露稅貸計劃對合資格人
士的要求，並非人人皆可受惠。一般而
言，低息貸款會有指定的貸款額，要達到
該貸款額才可享用低息優惠，所以在借稅
貸前記得留意。

3 免息優惠多設時限
免息優惠的確很吸引，但世界上「邊有
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一般而言，所謂免
息優惠只會覆蓋還款期最初的幾個月，並
非整個還款期，所以大家需要留意免息期
的長度。

4 信貸評級影響優惠
眾所周知，銀行會參考申請者的信貸評
級決定貸款批出與否。其實，銀行亦會根
據閣下的信貸評級狀況，考慮是否批出最
低息優惠。如果你的信貸評級一般，即使
能夠借到貸款亦未必能夠享受到低息優惠
或免息期，所以大家要關注一下自己的信
貸評級了。

5 稅貸可作其他用途
很多人以為稅貸只可以用來交稅，其實
不是。有些人會借稅貸作投資或其他用
途，因為稅務貸款的利息一般較私人貸款
平。不過大家要留意，稅貸還款期比較
短，所以申請時記得量力而為，衡量一下
自己的還款能力。

6 網上申請額外優惠
通常新客戶申請稅貸會有首次申請優
惠。很多時候經由網上申請，不論新客或
舊客均會有網上申請的額外優惠，所以不
妨試試以網上申請，取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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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畢業不久的你，面對稅季的來
臨，難免會有點手忙腳亂，不知從何
入手。其實，只要一步一步慢慢來，
交稅並非一件太複雜的事。首先，當
你收到評稅通知書時，一定要小心睇
清楚各項評定的入息、利潤、免稅額
及獲扣減的項目。如果有需要，亦應
留意「評稅主任附註」，以了解評稅
的基準或申索免稅額及扣減不獲批准
的原因。如果你不同意評稅結果，有
權提出反對及上訴。

交稅途徑種類多
肯定自己所需要繳付的稅額沒有

問題後，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交稅。
除了親身到郵政局和便利店外，亦
可以使用電話、互聯網（包括電子

支票支付網站）或銀行自動櫃員機
付款。另外，其實政府有推出電子
儲稅券計劃，這是一項「儲蓄繳
稅」計劃，目的是幫助納稅人儲蓄
交稅。該計劃包括多種電子方法買
券，如每月銀行自動轉賬、互聯網
及銀行自動櫃員機等。

可申請分期繳稅
如果你真的財政困難，無法突然拿

出一筆資金依時交稅，除了可向銀行
借低息稅貸外，其實亦可以向稅局申
請分期繳稅。不過要留意，稅務局一
般會在繳稅期限日仍未清繳的稅款徵
收不多於5%的附加費；如在繳稅限期
日6個月後仍未繳交稅款和5%的附加
費，則會加徵不多於10%的附加費。

新手交稅 謹記留意附註
部分銀行稅貸優惠

銀行

華僑永亨

中銀香港

渣打香港

建銀亞洲

創興銀行

南商

大新

製表：記者 吳婉玲

最低實際年利率

0.49厘

0.5厘

1.03厘

1.18厘

1.23厘

1.26厘

1.28厘

最高貸款額
200萬元
或不限月薪倍數
稅額的3倍或
月薪6倍或200萬元
9倍月薪
或250萬元
10倍月薪
或200萬元
12倍月薪
或200萬元
6倍月薪或稅款
或200萬元
10倍月薪
或100萬元

注意事項

需連續第三年成功申請「稅亨通」純稅務貸款

「中銀理財」及「智盈理財」的醫管局員工或香港政府公務員，全新登記並選
用「發薪服務」

網上申請尊享高達200元現金券

即時批核及即日發放貸款

限全新貸款客戶，提取貸款額每宗達100萬元

須為該行「發薪服務」客戶，月薪2萬元或以上，還款期12個月，並於11月18
日或之前提取貸款
需要是「特惠客戶」，即該行現有指定服務或VIP銀行服務客戶；公務員或專
業人士等；成為VIP銀行服務新客戶，並存款及投資總額達50萬元或以上

■稅季來了，各位市民謹記盡早預留一筆
資金交稅，盡香港市民責任。 資料圖片

特朗普當選
後，環球資金
出現大洗牌，

美元及美債息急升，資金流入美股，新興巿
場則股、匯受壓。
市場預料特朗普上任後，將減稅及擴大基

建投資，政府財政開支將增加，將推升美國
通脹，使得美聯儲加快加息步伐。有關預期
支撐美元上漲，美匯指數上周五衝破101關
口，創近13年新高。

美股資金流入創新高
環球資金因而出現新的轉向。首先，資金

由新興市場流向成熟市場。據統計，由特朗
普當選日11月9日起至上周五，日股及美股
市場分別累升4.6%及3.2%。相反，新興市場
如巴西及印尼市場則累跌6.8%及5.7%。港股
也處反覆偏弱格局。
看資金流，截至上周三的一星期，美國股票

基金吸引236億美元流入，創近2年新高，而投

資美國股票上市交易基金（ETF）則吸引270億
美元流入，創紀錄新高。相反，新興市場債巿
基金流出6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新興市場股
巿則流出54億美元，創近14個月新高。
其次，資金從債市流向美股。債市一直是

尋求高收益投資者的樂土，市場對通脹溫和
及增長低企長期持續的預期，支持了今年債
價持續上漲。然而，目前環球資金對追尋高
收益回報的主題變得審慎。過去一周，各種
類型的債券齊遭拋售，以至美國10年期債息
愈升愈高，上周五曾高見2.3387厘，創下今
年新高。據統計資料，截至上周三止的一
周，有180億美元的資金從債市流向美股，規
模為2013年6月以來最大。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抗通脹債券則吸資7.87

億美元，主因是市場由原先憂慮通縮轉變成對
於通脹漸近的擔心。因此，環球資金的新轉向
會否持續，甚或出現逆轉，須看特朗普的政策
能否一如預期般推升通脹及美國經濟。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特朗普勝出選舉後的三個交
易日裡，墨西哥披索和巴西雷
亞爾兌美元匯率分別累計貶值
13.7%和7%；即使國際銅價上

漲也沒法阻止智利披索大幅度貶值，哥倫比亞國民則擔心
可能失去每年數億美元的美援。在與特朗普會談之後，奧
巴馬政府決定不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提交國會審議，
召開在即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突生變數。

遣返非法移民勢減僑匯收入
特朗普選前發佈的新政計劃和選後公佈的新政府初步政策
框架，其移民政策、貿易改革、經濟計劃、能源獨立和對外
政策等都可能給拉美經濟帶來深刻影響。反移民政策主要指
向拉美裔移民和穆斯林移民，嚴格遣返非法移民、零容忍移
民犯罪、拒絕為非法移民提供工作和美墨邊境牆計劃，都已
被列入美國新政府的初步政策框架。如果全面實施移民政
策，拉美各國就業形勢及僑匯收入都將深受影響。
近年來，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國年均僑匯總收入約
30億美元，多個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僑匯收入佔GDP
比重超過16%，如果數百萬拉美裔非法移民被遣返，那麼

拉美各國不僅就業形勢趨緊，而且僑匯收入會急劇減少，
拉美經濟增長態勢恐將難免惡化。特朗普政府強調貿易協
議要把美國人民放在第一位，美國有機會退出TPP並宣
佈要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墨西哥很可能因此而受傷，
巴西和阿根廷與美國存在農產品貿易競爭，民眾已在憂慮
可能遭遇到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尚在擬議中的美國巴
西自貿協議也恐將落空。能源獨立政策不僅會使美國減少
從拉美等國進口石油，還可能抑制國際石油價格復甦，進
而影響拉美石油出口國的能源投資及其經濟增長。
特朗普又計劃實施停止離岸法案，以關稅抑制美國企業

的全球化行為，避免過多海外投資減少美國本土就業機
會，並承諾投資5,500億美元來營造一個更可靠更高效，讓
全世界嫉妒的交通網絡。還有推進教育改革，為大約7,000
萬學齡學生、2,000萬高等教育學生及1.5億在職人員提供
更好的受教育條件，以保障美國民眾學習和工作的機會。
這些經濟計劃表明美國經濟刺激政策的重心存在從貨幣擴

張轉向財政擴張的趨勢，其對外投資能力將不可避免地受到
擠壓，受美國就業機會回歸計劃影響，阿根廷的馬克里政府
希望能吸引更多美歐資本來平衡中國資本的想法，短期內恐
難以實現。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