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國 2017 年
GDP 增速 6.9%，
經濟韌性進一步確

認。在宏觀經濟資料亮眼收官的同時，金融強監
管的政策仍在持續推進，並在微觀領域加大了政
策的落地。長期嚴監管環境有利行業健康發展。
近年來紛繁複雜的金融亂象，背後所反映的除

了負債端的低利率環境之外，監管制度缺位也同
樣不容忽視，可以預見金融監管持續趨嚴，金融
機構因而面臨巨大的業務調整壓力。
就以保險業來說，今年以來，針對「開門紅」

的監管也持續在加強，保監會發佈人身險2017
年283號整治重點落實在銷售亂象、管道亂象、
產品亂象和非法經營方面。可以預見，監管套
利、銷售誤導和產品糾紛均會比以往年度增加，
上市壽險公司保費規模受到影響。不過，由於重
點整治的銀保管道主要銷售低利潤率的理財型產

品，新業務價值佔比較小。
行業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2018

年1月17日，保監會發佈《打贏保險業防範化解
重大風險攻堅戰的總體方案》，提出了「做好重
點領域風險防範化解處置」、「堅決打擊違法違
規行為」、「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三項
重點工作任務，並對每項任務分別提出具體要求
和優先順序指引，等待後續細則出台落地。方案
總體延續嚴監管的政策導向，嚴格執行「1+4」
系列檔，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展望2018年，保險產品需求依然廣闊，健

康、養老等險種未來空間很大。整體而言，基於
內地壽險市場的長期高增長、內含價值增速中
樞，以及穩定的長端利率，加上未來行業集中度
持續逐步回升，龍頭內險企較具投資價值。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新年
流流，除了一家大小去拜年外，其實
仍有不少新春活動。海洋公園於年初
一至年初十期間推出免費夜場，市民
於晚上7點至11點可免費進入「海濱
樂園廣場」、「香港老大街」等範
圍，欣賞「可愛運財靈犬」，以及
「巨型運財風車」等狗年擺
設，以及台灣「九天民俗技
藝團」的街頭表演。園方並
首次推出新春市集，攤位販
賣由年青人創作、具香港情
懷嘅特色飾物、布藝產品及
玻璃押花等，市集亦有售賣
街頭小吃，市民將能一邊食
一邊逛市集。

樂高迷必訪新城市廣場
農曆年各大商場都有好多

主題。新城市廣場以樂高概
念打造首個農曆新年大宅院

主題佈置的「新春遊樂園」，當中設
有1.6米高、由15萬顆樂高積木砌成的
巨型鴻運醒獅，樂高的主角亦會「變
大」與大家合照，當中亦有由樂高粉
絲精心打造狗年Lego微景模型，主題
包括「港式圍村新春奇觀」、「大宅
院」等，樂高迷切勿錯過。

去深水埗美食墟市消夜
apm則斥資1,600萬元作新春推廣，

包括於大堂搭建6,000方呎「超級無敵
獎門狗」賀年大宅，展現全球最高12
呎巨型阿高機動招財狗，又有運用面
部識別技術及鏡面感應系統的Magic

Mirror專屬揮春DIY，相當
貼合狗年的主題
不去公園不逛商場也還有

好去處。
港人對夜市美食一向相當

感興趣，在年初一至初三期
間，深水埔街坊福利事務促
進會將於深水埗楓樹街籃球
場舉辦新春美食墟市，設
16個熟食攤檔，今年可能
首次容許明火煮食，並首度
引入三架美食車落戶，主辦
單位料今年入場人次將倍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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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半個多月就到農曆新年，華人視春節為最重要的節日，為迎接

新春，除了辦年貨外，少不免都會為自己添置一些新裝，甚或為家中

的傢具電器「送舊迎新」，令消費額大增。其實好多信用卡、商場及

商戶都推出新春優惠，大家不妨善用優惠作更精明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由即日起至2018年2月15日，憑恒生信用卡以
原價購買大班精選賀年禮盒，加$1 Cash Dollar
可換購輕型裝賀年糕品一盒。

■2018年2月12日前，Citi信用卡以優惠價格購買
利苑賀年糕點 / 禮券；亦能於1月底前憑Citi
ThankYou Rewards 積分換領賀年糕點禮券。

■即日起至2018年2月13日，中銀信用卡客戶可
憑「早鳥優惠價」72元購買指定年糕禮券 (原價

104元) 或蘿蔔糕禮券 (原價120元) 1張，買臘味
亦有8折優惠。早鳥優惠只適用至1月底。

■即日起至2018年2月4日，大新信用卡購買鴻福
堂賀年糕品、套票禮券低至47折。

■即日至2018年2月4日，憑星展信用卡訂購九龍
香格里拉大酒店賀年糕點及禮品籃及賀年小食，
分別享75折及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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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恒生為例，由2018年1月1日至2月28日期
間，由登記日起計，憑已登記之信用卡於任何日
子在本地零售商戶單一簽賬淨值滿600元，每3
次可獲額外40個Cash Dollars，如在期間累積消
費達15,000元或以上可額外獲得300 Cash Dol-
lars，上限為700 Cash Dollars；另外如在周六
日，於Cash Dollars特約商戶及全港食肆單一簽
賬每滿600元可獲額外20元Cash Dollars，上限
為800 Cash Dollars。

平時要簽賬滿250元才能賺取1個Cash Dol-
lar，登記這個新春優惠則「划算」得多。Cash
Dollars 除了可於一般特約商戶當現金使用，更
可以換購賀年食品。由即日起至2018年2月15
日，用恒生信用卡以正價購買賀年禮盒，即可以
$1Cash Dollar換購價值90元的輕型裝賀年糕
品，如臘味蘿蔔糕 / 紅豆抹茶年糕 / 椰汁年糕
等。或直接以信用卡購買賀年食品，折扣低至
56折。

線上購物越來越普及，甚至有威脅實體店之
勢，由香港電視經營的HKTVmall由1月9日至
2月11日推出多項新春優惠，讓大家享受安坐家
中辦年貨的新體驗。HKTVmall於1月9日至31
日期間推出30張限量優惠券，包括賀年糕點、
參茸海味、家庭用品及護理產品，大部分優惠為
9折。另外亦有「每日一店年宵賣大包」，由1
月25日至2月12日，每一日或每2日會有不同的

商店推出優惠日，大家不妨查定時間表，在自己
心儀的品牌推出優惠當天掃貨。HKTVmall亦設
有一個類似團購的優惠平台，設有團年飯及賀年
食品等優惠。
今年apm更首設「賀年潮貨網購平台」，逾

20個商戶將舉行激減推廣，逾百個國際潮流產
品於網上低至一折推售，其中18罐鮑魚更以1元
發售。

如果不想特地申請個別銀行的信用卡，萬事達
與聖安娜餅屋合作，由即日至1月31日，以萬事
達卡購買賀年禮品7折優惠，如2月1日至2月
15日，則享75折優惠。

怕賀年禮品早買會過期，可以買禮券，以中銀
信用卡於1月底前購買榮華的賀年食品禮券可享
低至6折，如金玉滿堂蘿蔔糕券由120元一張減
至72元。

與親朋戚友在新春期間食團年飯，是很多人新
年的指定節目，由即日至2月28日，以中銀信用
卡於本地食肆累積消費滿8,000元，可享5%簽
賬回贈，上限為500元。另外，用中銀信用卡惠
顧多間本地酒店食府的自助餐或中菜，可享折扣
低至5折。
由即日至3月31日，以AEON信用卡預訂譽

宴的團年及春茗酒席，可享低至88折優惠，例

如以AEON卡預訂如意吉祥宴(原價4,188元)，
即可享9折優惠，節省逾400元。想與家人朋友
趁佳節共享美食不妨先查閱有何信用卡優惠，這
樣自然食得更精明。
除了食品，新年亦是為電器送舊迎新的好時

間，由即日至2月28日，憑Citibank 信用卡於
豐澤香港門市或豐澤e-Shop，單一淨額簽賬滿
指定金額，可獲最高5%現金回贈。

■ 簽恒生卡享額外積分

■ 萬事達卡買賀年食品7折

■ 中銀卡主5折食團年飯

■ 網店爭相推優惠搶客

新春為外遊旺季，自由行旅客亦要回鄉過年，
本地的酒店亦要出招自救。香港迪士尼樂園3間
酒店推出優惠，由即日起到2月15日入住酒店，
最多可享六折優惠，約以1,356元入住酒店標準
客房。
迪士尼由即日起至3月4日亦首次推出新春市
集、約有10個攤檔擺賣港式小食，例如米奇圖

案嘅雞蛋仔及米奇形狀嘅缽仔糕等，相信小朋友
會很受落。
實惠每年新春都推出不少優惠，今年於新春推

廣期間，於傢俬部買滿3,999元就送400元購物
券，滿7,999元送1,000元購物券，買滿11,999
元更送1,800元購物券，另外於家品部買滿299
元亦會送29元購物券。

■ 迪士尼酒店6折吸港客

部分新春信用卡優惠 製表：記者 莊程敏

新春期間新春期間 夜訪海洋公園免費夜訪海洋公園免費

■新城市廣場的「新春遊樂園」以樂高打造。

■新春期間，
很多商場都有
慶祝活動，市
民不妨去湊熱
鬧。

■辦年貨的市民可留意商場
優惠，或會發現筍價商品。

■商場消費滿特定金額送利是封。

■商場購物優惠不只涵蓋衣服
和電器，連賀年食品也有。

農曆新年、復活節假期將至，又到
港人外遊旺季，遇見同事朋友，話題
總離不開假期到哪裡玩、什麼時候有
特價機票發售等等。近年，不少朋友
更有外遊新話題，計劃特色外遊，我
曾聽過有朋友相約夜爬泰山、一年前
已計劃二月到東京跑馬拉松，更不時
聽到有朋友熱愛自我挑戰，計劃自駕
遊橫越數千里的澳洲沙漠，甚至到極
地和撒哈拉沙漠跑馬拉松。
不單特色旅遊越來越普遍，學校也
舉辦不少需要進行激烈運動的遊學
團，有到英超學踢足球、參與馬術馬
球、甚至到非洲看動物奇觀。特色旅
遊如此普及吸引，市民可有注意這類
旅遊的潛在風險？過去五年，港人外
遊求助的數字連年上升，根據政府數

字，當中以遺失證件求助個案最多，
其次為意外受傷引致入院等。

海外就醫模式與港不同
從保險業的角度來看，特色旅遊愈

加普及，令適切的旅遊保險對於身在
他鄉的香港人變得更為重要。旅遊保
險哪些範圍保，哪些不保，市民投保
時候，就更要多加了解。例如最常見
的航班延誤，延誤保障是否包括惡劣
天氣、工業行動或者機件故障？又例
如旅遊、子女海外遊學或工作假期，
期間參與業餘運動，如滑雪、登山、
攀岩、騎馬潛水、甚至笨豬跳等高危
業餘活動，是否也在保險範圍之內？
現時很多傳統的旅遊保險，都不保障
業餘高危運動。

此外，原來港人外遊求助的個案
中，患病及需要住院的個案排行第
二。不過，很多外地的醫療模式與香
港大有分別，單是內地就流行打吊
瓶，而所用藥物也跟香港大有分別。
即使身在先進的亞洲國家如日本、新
加坡等，如港人不了解當地的醫療系
統，不幸患病或遇到意外時實在是求
助無門。難怪一站式的海外醫療保
障，如優質的醫療諮詢服務、住院安
排、住院免找數等支援大有市場，需
求愈來愈大。作為保險業界，我們不
時思考如何能夠與時並進，為投保者
的生活帶來方便，一切能夠帶來進步
的創新想法，我們都樂於嘗試。
■富衛保險香港及澳門首席市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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