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早前宣佈推出終身年金計劃
後，年金產品的概念備受關注。保
險業界亦有針對不同客戶需求推出
各類年金產品，如針對終身受影響
及需長期護理的危疾患者而設計的
危疾保障年金。

腦退化患者料增3倍
最近有調查發現，半數香港受訪
者擔心患上腦部疾病、中風等，但
當中僅37%受訪者有進行預防檢查
（註1），可見港人對危疾的關注
度有所上升，但對於如何預防及偵
測危疾的認知仍然不足。
事實上，港人罹患腦退化、中風
等長期病患機率確實日益增加。現
時，全球每3秒便有1人確診認知障
礙症（註2），而香港腦退化患者
於 2039 年預計達到 30 萬人，較
2009年增長3倍 （註2）。一般人
以為只有長者才會患上如腦退化等
危疾，但大部分危疾均有年輕化趨

勢（註3）。
香港常見的危疾如腦退化、中風

等，並不一定致命。但治療或康復
過程中，患者及家人的生活和經濟
上仍可能承受長期壓力。

日常照顧開支負擔大
腦退化症患者通常會出現記憶力

衰退、需較長時間完成慣常工作、
語言表達能力減退等症狀，當病情
持續惡化到末期時，可能需要長期
臥床及接受特別的護理。部分晚期
腦退化、柏金遜症患者因無法控制
肌肉活動甚至無法正常吞嚥和進
食，由此可見腦退化病患的日常照
顧開支會為患者家庭帶來長期負
擔。

疊加危疾險雙重保障
市場上有危疾保障年金計劃在保

障年期內穩定派發的保證賠償可應
付長期護理開支及補貼收入，讓患

者在病發後仍可維持一定的生活水
平。對需要全面及長期危疾保障的
市民來說，是可以疊加於傳統危疾
保險的雙重屏障：一筆過的大額賠
償能解決病發時的燃眉之急，而定
期派發的危疾年金則能為患者提供
長期支援。
危疾年金可以讓市民及早以較低

的保費，為日後可能遇上的危疾風
險做好準備，萬一患病亦可獲一筆
長期穩定的收入補貼。

■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產品發展部主管阮力寧

註：
1. 「香港醫療觀察調查」，2017年
4月
2.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認知障礙症
協會（截至2017年6月）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香
港統計月刊香港的殘疾人士及長期
病患者》，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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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幕機 爆爭霸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市面上多
款全屏手機面世，各間本地電訊商積極迎
戰，紛紛推出預約服務及新服務計劃，搶
客轉台。數碼通表示將由9月22日起推出
iPhone 8及 iPhone 8 Plus，客戶可於9月
15日開始經數碼通預訂。3香港表示，客
戶可於9月15日下午3:01起，在其官網預
先登記選購有關產品。中國移動官網在上
周四已經可供預約最新iPhone，不過需要
先讚好其Facebook專頁，及關注WeChat
服務號。
Note 8方面，csl.由即日起公開預售，數

據服務計劃月費包括498元及638元，本
地流動數據用量分別為6GB及10GB，簽
約24個月。獎賞及免費增值服務包括免費
2日環球數據24小時通行證(指定亞太地
區)、免費12個月加保手機及平板電腦意外
維修計劃。

3香港推出Note 8預訂活動，即日起客戶
到3香港網頁可優先預訂。為配合Galaxy
Note 8 的推出，3香港準備了一系列上台月
費計劃。客戶只需選用$408 的月費計劃，
即可以0元機價出機（64GB 版本），兼享
每月高達3.5GB的數據。客戶同時可加選
「數據自動寶」，當月費計劃內的數據用
完後，會以每200MB 9元的價錢自動增
值，更設增值收費上限，「無用量，不收
費」，無需簽約，隨時免費申請。

數碼通預訂Note 8減1500元
數碼通指Note 8已接受預訂，客戶上台
更可享多個優惠，包括選用指定4.5G「超
貼心智能手機計劃」，可享高達1,500元
手機折扣；獲贈高達5,000「亞洲萬里通」
里數；買機上台可獲價值 468 元 SAM-
SUNG摺疊式無線充電座乙個等。

Samsung亦即將在今個月29日
推出最新旗艦機Note 8，以無邊際
顯示設計為特點，具有6.3吋屏幕
及18.5:9畫面比例。官網介紹指，
擁有18.5:9畫面比例的無邊際顯
示，即使觀賞電影亦能簡單地投入
其中。在橫向模式下，Galaxy
Note 8的視野與Galaxy Note 5相
比擴大14%。另外，指紋感測器與
機背幾乎完全齊平，主頁按鍵被嵌
入無邊際顯示內，在使用之前一直
保持隱藏狀態。
Note 8具有三個版本，64GB、
128GB和256GB分別售6,998元、
7,598元和8,198元。顏色方面，都
是提供較大路的顏色。不過要注
意，只有128GB版本有齊三隻配
色，包括星夜黑、幻月灰和深海
藍；64GB版本只有星夜黑和幻月
灰；而256GB則只有星夜黑和深
海藍。

跟第一代小米Mix相比，Mix 2的
屏幕尺寸從原來的6.4吋縮減到5.99
吋，但機身底部比Mix進一步縮減了
12%，同時採用四陶瓷機身設計。
Mix 2採用的是5.99吋的18：9比例
屏幕，擁有2160x1080 的解像度。採
用以四曲面陶瓷機身作主設計，跟上
代機身相比小了11.9%、薄了2.5%
及輕了11.5%。
小米推出的Mix 2，有黑色陶瓷版
及全陶瓷專享版兩個版本。黑色陶瓷
版售價方面，64GB版本為3,299元
人民幣(約3,968港元)；128GB版本為
3,599 元人民幣 ( 約 4,328 港元)；
256GB 版本為 3,999 元人民幣 (約
4,809港元)。而全陶瓷專享版則售
4,699 元人民幣(約5,615港元)。

Sharp AQUOS S2具有5.5 吋全面屏，特點是87.5%高
屏佔比，解像度2040x1080。另外，更首度用異形芒設計

(Free Form Display
FFD/異 形 切 割 面
板)，即是屏幕面板使
用了不規則的切割技
術。機身硬件方面，
處理器使用 Snap-
dragon630， 配 以
4GB RAM 和 64GB
ROM，另外鏡頭則
使用 1,200 萬和 800
萬像素設計。該手機
有三種顏色，包括晶
耀黑、釉理白和伯爵
藍，京東旗艦店售
2,499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新一代的iPhone引起

全球熱議，而iPhone X更成為評論的焦點，其無線充

電、無邊框屏幕和Face ID令一眾「果迷」感到驚喜。

不過，近年各大手機生產商均有推出以無邊框屏幕作

招徠的手機，iPhone X並非市場上首部無邊框屏幕手

機。今期數據生活將各大無邊框屏幕手機作比較，看

看到底「機皇之皇」誰屬。

iPhone X的定價是有史以來最貴的新款iPhone，64GB
和256GB版本分別售8,588元和9,888元，10月27日起接
受預訂，11月3日起發售。今年iPhone首賣名單中，中國
內地、香港及台灣再次上榜。要留意的是，iPhone X只有
銀色和太空灰兩種顏色選擇，沒有金色。
這部十周年紀念版iPhone X，配備5.8吋屏幕，是蘋果

推出眾多代iPhone中具有最大屏幕。iPhone X的屏幕左
右頂部都完全貼邊，惟於中央頂部保留前置相機及感應器
等裝置，有網民就認為欠缺美觀，並笑指是「M字額」。
iPhone X最大賣點是拋棄傳統的Home實體鍵，改為全

屏幕。當用家需要啟動熒幕時，只需點觸就能喚醒屏幕。
另外，用家需要向上掃才回到主畫面，如果向上掃再長按
機身，就可以開啟多功能視窗。解鎖方面，則由Touch
ID指紋辨識改為以Face ID容貌辨識解鎖，用手機前方的
紅外線攝像系統掃描一個人頭顱的輪廓和形狀，來解鎖手
機。對於Face ID的應用，坊間毀譽參半，可能要待實體
機到手，試過後才好爭辯。

各款全屏手機規格比較
型號 Apple iPhone X Samsung 小米Mix 2 Sharp AQUOS

Galaxy Note 8 (黑色陶瓷版) S2(標準版)

屏幕 5.8吋(2436 x 1125) 6.3吋(2960 x 1440) 5.99吋(2160 x 1080) 5.5吋(2040 x 1080)

處理器 A11 Bionic六核 2.3GHz, 1.9GHz八核 驍龍835 Snapdragon 630
最高主頻2.45GHz

記憶體 沒有提供 6GB RAM 6GB RAM 4GB RAM

儲存容量 64GB/256GB 64GB/128GB/256GB 64GB/128GB/256GB 64GB
支援microSD

電池 （未有數據） 3,300mAh 3,400mAh 3,020mAh

體積 143.6x70.9x7.7mm 162.5x74.8x8.6mm 151.8x75.5x7.7mm 141.8 x 72.04 x 7.9 mm

重量 174g 195g 185g 140g

售價 $8,588/$9,888 $6,988/$7,598/$8,198 $3,299/3,599/3,999 $2,499
人民幣 人民幣

iPhone X
面部解鎖成熱話

Note 8
屏幕比例如影院

Sharp AQUOS S2最平

小米Mix 2
更輕更薄更細小

■iPhoneX在美國公佈後，不少人到蘋果試用。 資料圖片

電訊商掀新一輪搶客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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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新知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人幣升值利好能源鋼鐵股買年金保障老年長期支出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
年以來多次炮轟美元
太強，國家主席習近
平近日在金磚五國峰

會上承諾，中國不會通過人民幣貶值以提升競爭
力，更不會打貨幣戰爭。人民幣雖然因此連續兩天
貶值，但8月以來升值2%。人民幣升值對多個板
塊包括能源、鋼鐵及水泥等有利。

美國加息預期降溫
近期多位聯儲局委員釋放鴿派信號。9月5日，

聯儲局常任理事布雷納德在演講中表示，雖然就業
表現不錯，但通脹仍然低於預期，聯儲局此時應該
在加息的議題上更加謹慎。9月9日，紐約聯儲主
席杜德利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颶風可能會對短期
利率上調的時機產生影響，但不會影響縮表的步
伐。但他同時也表示，現在決定年底是否加息為時
尚早。
美元轉弱，人民幣乘勢而起。中國將推出以人民

幣計價的石油期貨，無疑增強人民幣國際使用率和
增強國際金融市場對人民幣持有意願，對人民幣的
國際化進程起到促進作用，這也是人民幣近期升值

的誘因之一。

造紙企業成本下降
人民幣升值，不少板塊也會受惠。其中紙業股的

原材料紙漿從外地進口，在人民幣升值時，國內造
紙企業成本便可降低，第四季是紙業需求旺季，加
上內地環保力度加大，有利紙品提價。
不過，需留意的是，上周美國8月CPI同比增長

1.9%，超預期。環比上升0.4個百分點，為今年1
月以來最大漲幅。核心CPI同比增長1.7%，連續
四個月持平，但也高於預期。CPI與核心CPI雙雙
超預期，這是今年2月以來首次。短期內颶風會對
通脹和經濟增長帶來一些擾動，但不會影響通脹緩
步上升、經濟持續向好的大趨勢。杜德利是聯儲局
中的鷹派委員，他在8月中旬曾表示，當前的利率
水準非常低，支持今年晚些時候再加息一次。基於
當前的經濟基本面，聯儲局年內仍有可能再次加
息，屆時美元和美債收益率或將迎來反彈的視窗
期。
人民幣升值相關板塊走勢，會受美元反彈的影

響。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