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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港股一度
再創2015年5月大
時代以來新高。內

銀股領漲大市，其中交行（3328）升3.65%，
幅度最高。工行（1398）、建行（0939）和
中 行 （3988） 分 別 升 3.47% 、 3.41% 和
3.29%，齊創 52周高，並分別貢獻恒指44
點、79點及35點。內銀股上市十多年來並無
派中期息，但近日卻成為港股升市的主要動
力，主要受行業環境回暖等多方面因素推動。
中國銀監會8月14日公佈第二季主要監管
指標數據，顯示行業狀況正逐步改善，期內利
潤增速有所回升。截至6月底，商業銀行當年
累計淨利潤 9,703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7.92%，增速較首季上升3.31個百分點，較以
往的2%至3%增長大為改善；商業銀行信貸
資產質量總體平穩，不良貸款率1.74%，與上
季持平。
淨息差方面，在資產重新定價之下，整體
內銀的淨息差第二季達2.05%，按季升2點
子，遠較首季的跌19點子為佳。年初以來，

大型內銀的淨息差則按季升3點子。
壞賬方面，大型內銀不良貸款率第二季為

1.6%，按季下降4點子，不良貸款總額則按季
減少0.3%。未來供給側結構改革持續推進，
以及相對較低的地產信貸風險等，均有助改善
內銀的整體資產質素。不過對影子銀行投資敞
口較高的小型內銀，其壞賬壓力仍將持續。

市場憧憬內銀股業績
中銀監公佈的行業指標釋放出正面訊息，

市場因而對大型內銀股的中期業績充滿憧憬。
已公佈中期業績的招行（3968）及交行
（3328）整體表現不俗，市場對本周三（30
日）公佈業績的建、工、中三大內銀存有期
望，從而帶動股價上升。
總之，隨着今年內地經濟企穩，銀行業面
臨的整體經營環境回暖，強監管又使到大型銀
行在激烈的競爭中受惠。在基本面逐步改善之
下，大型內銀股現價估值仍低，重估行情料將
持續。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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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正為
本地醫療系統帶來沉重壓力，包括公
立醫院專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間十分
漫長。以港島西醫院聯網的外科為
例，病人所需輪候的時間長達105個星
期*，患者或因而錯失治療的黃金時
間。本地醫療服務亦未必能提供部分
疾病所需的頂尖治療方案，海外就醫
便成為港人的新選擇。

兒童健康威脅日增
近年，本港患癌兒童數字有急增趨
勢。2013年有234名兒童及青少年確診
患癌，較前一年急升兩成二，當中14
歲或以下患者更按年增加三成**，主要
罹患白血病及腦癌，反映兒童所面對
的健康威脅有所增加。有別於受團體
醫療保險所保障的在職人士，兒童往
往是最缺乏基本保障的一群。即使家
長已為子女購買醫療保險，亦容易遺
忘保障範圍是否足夠應付一些突如其

來的疾病，加上本地醫療技術的限
制，海外就醫便為治療提供另一選
擇。
市場上的保險計劃大多未能支援海

外醫療的相關支出，除龐大的醫療費
用及旅費外，父母亦因缺乏專業知識
難以尋找最合適的醫療機構，因此一
份全面支援海外醫療的保險尤其重
要。市場上最近推出主打海外就醫的
醫療保障計劃，用作填補一般醫療保
險的不足。

赴外就醫費用昂貴
海外醫療機構往往能提供尚未引入

香港的先進技術，為患者提供最合適
的治療方案，但手術治療至康復期間
的昂貴費用，連同交通住宿等相關開
支，不是一般市民可以負擔到的金
額。一般團體醫療保障計劃雖能照顧
患者在本地實報實銷的普通醫療開
支，但當病人患上嚴重疾病必須赴海

外就醫時，這些醫療保障可能不足應
付所需。因此，一份支援海外醫療的
全方位醫療保險計劃便可讓受保人及
其家人無須擔心沉重的醫療開支，專
注調養和康復。再者，某些計劃亦提
供專業的醫療諮詢服務，透過完善的
國際醫療網絡為受保人尋找最合適的
治療計劃，並由專人安排最優質的醫
療服務，以至患者及同行家人的住宿
及交通，讓患者免卻瑣碎繁複的資料
搜集及申請程序，專心養病。
隨着社會對健康的關注不斷上升，赴

海外就醫的需求將愈來愈大。挑選提供
全面海外就醫保障的計劃，才能在財政
無憂下尋求更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醫管局外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

（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
**醫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2015年12月公佈的2013年統計數字
■大都會人壽保險

產品發展部主管 阮力寧

海外就醫如何減開支？

港初企Tink Labs Limited在2014年推出
結合酒店客房電話功能的3G智能手

機handy。對旅客而言，handy可提供無限
國內外通話、免費上網、酒店專屬優惠及

隨時享受酒店禮賓服務。對酒店而言，
handy提供的服務包括全方位旅客分析套
件、整合酒店PMS（酒店管理系统）網路
及整合TripAdvisor旅客回饋系統。

handy無限通話上網
目前Tink Labs已經成功進入全球超過

100個城市，目前最大的市場是香港、新加
坡、倫敦、米蘭和巴黎，每月服務過百萬
的旅客。公司去年9月獲得1.25億美元（約
9.75億港元）融資，令公司估值升至逾10
億美元，成為「獨角獸」，投資者包括富
智康（2038）。

Freedy提供本地資訊
至於另一間同樣與酒店合作提供免費手

機租借與上網服務的公司飛天通，旗下的
Freedy在本港推出近半年，已吸引了20間

酒店合作，進駐約6,000間客房。Freedy針
對香港兩大類客群，即消閒旅遊與商務客
戶。公司認為外遊SIM卡或Wi-Fi蛋只能提
供數據，但事實上無論是旅客或公幹人士
皆對本地資訊有渴求。
來港遊客會對購物、飲食和特色旅遊等
資訊有興趣，所以在Freedy的平台上連結
香港旅遊發展局中Discover Hong Kong和
We Like Hong Kong 等推廣香港旅遊網
站，提供旅遊觀光資訊之餘，亦可以在網
上平台預約旅遊服務及購物。
另外，為方便商務客戶，Freedy平台設
有本地展覽資訊，並可供網上即時入場登
記等服務。
飛天通表示，目標是在香港提供飛天通

服務量達一萬間客房後，希望未來能於東
南亞地區如澳門、韓國、日本甚至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

■Freedy除了提供旅遊觀光資訊，亦可用
作預約旅遊服務及購物。

都市人智能電話不離手，假日除了會

外遊享受閒暇，少不了將景點和美食放

上社交平台，以爭取好友讚好（Like）。

人在外地想輕鬆上網，有人選擇租用

Wi-Fi蛋，有人選擇買當地儲值卡（SIM

卡）。近年，旅客想享有方便且收費平

的上網服務就多了一個選擇，有酒店開

始提供免額外收費的移動上網服務。本

港就有兩間初創公司為多間酒店提供這

類型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

不少港人旅遊時會選擇放下日常急速
的生活節奏，享受難得的假日，可惜並
非每個人皆可如此幸福，可以輕易放下
工作。很多人即使身處海外仍要處理公
事，手機不離手，電話密密接。環球網
絡服務行政總裁韋四順表示，身邊有不
少朋友曾因處理公事，需要繳付昂貴的
漫遊費用，令他決定研發公司旗下新項
目 GPhone「全球傾」手機應用程式
（App）。

一個賬戶 多人使用
韋四順表示，全球傾為全港首個第

三方於海外免費接聽全球電話的手機
App，透過此應用程式不但可沿用香港
手機號碼在海外撥打本地或海外電
話，更可節省昂貴的話音漫遊費用。

全球傾賬戶可供多人使用，如你未有
使用時，可讓你的同事、家人或朋友
於海外使用。此外，更可配合公司原
有的Wi-Fi蛋服務，是出國公幹的必備
組合。
收費方面，最短為一星期，收費50
元，當中包括撥打全球電話儲值金額11
元；最長的服務期為一年，收費788元，
當中包括撥打全球電話儲值金額100元。
韋四順指，使用全球傾服務，於海外接
聽來電不額外收費。如果要於海外撥打
當地電話則要收費，以身處內地為例，
每分鐘收費0.25元。
韋四順又稱，只要身處的地區能夠使

用手機App，就可以使用全球傾服務，
「Google Play」和「App Store」均可下
載。

海外聽電話「全球傾」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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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yhandy提供無限國內外提供無限國內外
通話以及免費上網服務通話以及免費上網服務。。

▼▼handyhandy可助酒店可助酒店
整 合整 合 TripAdvisorTripAdvisor
旅客回饋系統旅客回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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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四順指韋四順指，，全球傾賬戶可供多人使用全球傾賬戶可供多人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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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概念在全球興起，由共享單車
及共享汽車，發展到共享知識及技能，各
式各樣。雖然共享單車在本港的發展似乎
未如想像中順利，但在港人熱愛外遊的文
化下，共享旅遊產品或者可以為中小企帶
來新機會。
SuitcaseNow公司標榜分享、善用空間
和節省無謂開支三大概念。「不同的旅程
需要不同的行李箱。如果每人都把所有不
同大小的行李箱買回家，不但不符合經濟
效益，亦會為地球間接製造更多垃圾。不
如嘗試不買，嘗試租？」公司指，想為社
會帶來一個經濟上可行的方案，以便宜的
價格來提供高級旅遊產品供社會公用。

30吋行李箱日租39元
根據公司網站，可供租用的產品頗為多
元化，不單有行李箱，還有相機、記憶
卡、手提充電器、萬用充電插頭及TSA行
李箱鎖頭等。價錢方面，30吋行李箱每日
租金為39元；25吋行李箱每日租金為38
元；360度全景相機每日租金為45元；萬

用旅行插頭每日租金為10元。為了方便租
用者，公司甚至提供送貨及收取服務，會
於出發日前一日把物品送到客戶指定的地
址，並於客戶回港後一日把物品從指定的
地址收回。

提供送貨及收貨服務
公司表示，客戶可在出發前一天下午3

時前預約，以確保能夠把需要的物品送到
住處，最短租用時間是兩天，如果只租用
一天，則需要致電或以電郵聯絡公司。
另一間提供旅遊用品出租的公

司租遊，客戶不僅可以在公司租
用所需用品，甚至可參與分享計
劃。公司指，行李箱等旅遊用品
的主要問題為大部分時間閒置之
餘亦佔用儲存空間，很多人認為
它們是家中最「唔等使」的物
品。為了解決市民的「土地問
題」，公司推出分享計劃，讓客
戶可以寄存閒置的旅遊用品，並
將其出租予其他旅遊人士。分享

者可獲得一部分租金作分成，且可以選擇
將所得租金的一部分捐到合作的慈善機
構。
如果你是一位攝影發燒友，希望在旅程

中拍下難忘的人和事，或者需要投入不少
金錢添置拍攝工具。Rentacamera同樣是
一間提供租借服務的公司，不過就針對專
業相機、攝錄機、鏡頭及燈光收音設備
等。根據公司網頁，航拍機日租介乎800
元至1,200元；360度VR運動錄像機日租
100元。

出租行李箱 解土地問題

■■很多人認為行李箱是家中最很多人認為行李箱是家中最
「「唔等使唔等使」」的物品的物品。。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