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港元息口持續低於美元息

口，令資金持續由港元流向美元，

上周港匯又低見7.85的水平，惟暫

未有促使金管局承接沽盤。然而港

元拆息繼續抽高，其中三個月拆息

連 升 19 日 ， 至 上 周 四 最 高 見

1.75179厘，銀行紛紛加入搶錢大

戰，推出優惠吸定期存款，最高息

率達約3厘，新客戶可獲更高定存

利率。目前在中美貿易戰陰霾下，

股市陰晴不定，小投資者若將資金

暫投存款收息，就要留意本集的介

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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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拆息走勢
時期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資料來源：財資市場公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7/5/2018

1.19768

1.45036

1.74220

1.88648

2.28786

11/5/2018

1.04607

1.43394

1.74571

1.88250

2.29464

變化

↓0.15161

↓0.01642

↑0.00351

↓0.00398

↑0.00678

港元定期存款利率
銀行

信銀國際

建行亞洲

渣打香港

永隆銀行

南商銀行

工銀亞洲

大眾銀行

星展香港

東亞銀行

恒生銀行

中銀香港

匯豐銀行

花旗銀行

註：數據截至5月11日，並以銀行公佈為準；
資料來源：銀行網頁及銀行提供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最高年息

3厘

2.5厘

2.3厘

2.2厘

2.18厘

2.18厘

2.10厘

2厘

2厘

2厘

2厘

1.6厘

1.5厘

存期

3個月

3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24個月

388天

268天

12個月

12個月

12個月

12個月

12個月

3個月

起存金額(元)

1萬

35萬

100萬

50萬

10萬

80萬

50萬

20萬

5萬

1萬

5萬

1萬

5萬

其他條款

透過InMotion動感銀行應用程式首次開戶的新客戶；存款金額
最少為1萬元及最高10萬元

全新資金、自動轉賬等交易

全新資金

透過手機銀行申請

全新資金

新客戶同時開立信用卡或證券戶口

全新資金

八達通提款卡客戶全新資金

任何客戶以新股退款開立9個月或12個月港元定期存款達5萬元
或以上

沒有

綜合理財服務的個人客戶新資金或兌換資金

指定理財戶口客戶

私人客戶業務/Citigold戶口及持有指定產品結
存新客戶

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美退伊核協議 油價料續震盪

在美國退出伊核協議
的決定公佈之後，油價
或延續高位震盪走勢，

全球通脹壓力將有所增加，美元指數反彈，中美貿易
談判仍將是近期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事件。
美國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的同時，還宣佈將尋求對
伊朗採取「最高級別」的經濟制裁，並將啟動90天
和180天的「緩衝期」。當「緩衝期」結束，制裁措
施將重新全面生效。
伊朗準備恢復核活動的相關表態基本符合市場預

期。在美國退出伊核協議的前提下，伊朗雖暫留協議
之中，但總統魯哈尼表態將「啟動與歐盟、中國、俄
羅斯之間的磋商」，並宣稱「將恢復核活動」。

市場憂原油供應緊張
美國的退出與施加制裁的決定將對伊朗當局造成極

大刺激，或將導致中東局勢顯著升級。值得關注的是
未來伊朗會否與美國達成新的雙邊協定，以彌補美國
退出伊核協議帶來的破壞。
美國有關伊朗的決定引發油價巨震。總統特朗普上

周二表示，美國準備制裁伊朗及限制該國石油出口，
這使市場擔心全球原油供應將變得緊張。原油期貨價

格上周上漲至每桶71美元之上，創三年半新高。不
過，伊朗石油部長贊加內表示，美國制裁不會影響伊
朗原油出口。他預計伊朗會繼續保持平均每日400萬
桶的產油量，傾向油價穩定於每桶65美元。
若油價延續高位通脹顯著走高，美國聯儲局年內加

息四次機會上升。美元兌主要貨幣均加速升值，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被動貶值，五一前後兌美元匯率貶值
1%，幅度小於其它主要貨幣。

關注中美貿易談判
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外債規模不大、外匯儲備雄

厚、貿易保持順差、經濟增長平穩較快，通脹溫和，
人民幣兌美元雖存在壓力，但不存在大幅貶值的基
礎，料雙向波動將加大。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未來如何演進，對中美兩國乃

至全球的經濟和市場至關重要。中美貿易首輪談判
在5月4日結束。結果雖未能在多數領域達成一致，
但此次討論尚屬於雙方互探底牌的階段，達成對雙
邊經貿關係重要性以及保持密切溝通的共識後，未
來溝通效率可能會有所提升。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關注女性健康 築起子宮頸癌防線
女性向來有不少秘密難以宣之
於口，連婦科疾病如經痛、月經
量及更年期的不適症狀等等，也
會守口如瓶，不輕易求助。其
實，女性應更關注自己健康，尤
其是婦科問題絕不能輕視。
以人類乳頭瘤病毒（簡稱
HPV）為例，很多人都對此並不
了解，但子宮頸細胞在感染HPV
病毒後，有機會出現不正常的細
胞病變並惡化成子宮頸癌。根據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數據，
2015年本港有500宗子宮頸癌新
症，在女性常見癌症中排行第七
位，而每年因子宮頸癌死亡的個
案約有百多宗*。

接種HPV疫苗提早預防
第一道防線是預防勝於治療，
HPV疫苗^是預防性疫苗，透過刺
激身體的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從
而預防子宮頸癌及其他因感染

HPV而引致的癌症和其他病症。
現時在港註冊的HPV疫苗有三
款，分別是2價疫苗、4價疫苗以
及9價疫苗。9價疫苗最多可覆蓋
九種HPV病毒，能預防近九成的
子宮頸癌。
至於何時接種疫苗最有效？

HPV病毒主要經性接觸感染，因
此未有性經驗之前接種的保護效
果最顯著。然而，感染全部九種
HPV病毒類型的機會很微，所以
已有性行為的女性也應接種，以
獲取部分保護。不過，醫學界並
不建議懷孕及正嘗試受孕婦女接
種HPV疫苗。

定期進行子宮頸細胞檢查
要留意的是疫苗只屬預防性

質，不能清除已受感染的HPV病
毒，加上子宮頸癌是可以完全沒
有症狀的，因此在接種疫苗後並
非一勞永逸，適齡女性記得要做

好第二道防線，定期進行子宮頸
細胞檢查。醫學界建議女性由25
歲起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如果首
兩年子宮頸細胞檢驗結果正常，
以後可每三年接受一次檢驗，直
至65歲為止。
假如不幸發現子宮頸細胞異

常，就要立即啟動第三道防線，
需盡快諮詢專科醫生作進一步檢
查，及早作出治療，以減低惡化
成癌症或出現擴散的風險。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3.ha.

org.hk/cancereg/tc/topten.html
^資料來源：http://www.cervi-

calscreening.gov.hk/tc_chi/hum/
hum_ccv.html#1; http://www.
cancer-fund.org/tc/cancer_news_
155.html
註：保險產品須受有關保單的

條款及細則約束。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醫療及僱員福利業務 許以敏

美國自2015年來，已經六度加息，彭
博調查顯示，美聯儲下個月再加息的

幾率達100%。上周二（8日）金管局提交
立法會的文件顯示，美國聯儲局表明會循
序漸進地加息，市場普遍預期美息將持續
上調，故港息在聯匯制度下會隨美息逐步
上揚，惟在月結、季結或大型招股活動出
現時，港息或會因為港元需求大幅增加而
被短暫扯高。事實上，金管局在4月12日
至19日期間，從市場承接513億港元沽
盤，令銀行體系總結餘逐步下降至1,285
億元。

銀行結餘減長息升顯壓力
銀行結餘減少，令本港銀行港元同業拆
息（Hibor）持續上升，其中又以長息升
幅更大，反映市場對未來息口向上的預
期。據財資市場公會資料顯示，港元拆息
（Hibor）持續上升，上周五的三個月Hi-
bor報1.74571厘，較周四回落6.08點子，
不過仍處於較高的水平。
中銀香港 （2388）高級經濟研究員卓

亮表示，近期短期的拆息有所下調，因為
金管局暫未再次出手承接沽盤，較上月金
管局出手13次，明顯有減少的跡象。不
過他認為，年內拆息會持續上升，因銀行
體系總結餘與拆息有直接的關係，只要美
國和香港的息口持續出現差距，市場必定
會出現套息的情況，令金管局再次出手承
接沽盤，銀行體系總結餘終會跌出1,000
億元水平。
目前Hibor約為1.1厘，而美元的倫敦

同業拆息（Libor）約為1.9厘，當中相差
80點子成為套息的主要誘因。
據上周五資料顯示，1 個月 Libor 為
1.92851 厘，較一個月 Hibor 高約 88 點

子；3個月Libor為 2.35575厘，較Hibor
高約61點子；一年期Libor拆息2.77094
厘，較同期Hibor高約48點子。卓亮表
示，若下半年Hibor和Libor沒有明顯的
收窄，港元拆息會持續上漲，影響企業融
資成本。

小米IPO料再扯高港拆息
上海商業銀行高級副總裁兼分析部、

零售貸款及存款部主管溫偉文表示，近
期港匯偏弱，相信金管局會再次出手承
接沽盤，銀行體系總結餘再度下跌，逐
步下降至400億至500億元的水平，令下
半年香港跟隨美國加息步伐。他續指，
市場的資金成本上升，令利率水漲船
高，早前平安好醫生（1833）招股期
間，港元拆息持續上升，不少券商的孖
展利率高企，料該情況於其後小米招股

會遇上相同情況。
不過，溫偉文表示，目前上商並無港元
定存優惠，反主攻美元、英鎊及人民幣的
定期存款，而美元定期存款3個月息口上
調40點子至2.3厘；6個月上調30點子至
2.35厘；12個月期息則上調20點子至2.4
厘，起存金額為新資金1萬美元。上商的3
個月港元存款為0.2厘；6個月為0.3厘；9
個月為0.4厘；12個月為0.5厘。

中美貿戰陰霾捲 股市又陰晴不定

定存有肉食
穩 賺 部 署

匯豐銀行上周調高美元活期存款
後，其他銀行開始推出存款優惠。中
銀香港更以慶祝母親節作招徠，推出
港元定期存款優惠，存款5萬元或以上
開立定期存款，最高享有2厘的息口，
不過仍低於中信銀行（國際）的3厘和
建行亞洲的2.5厘。目前市場上推出2
厘以上的港元定期存款的銀行已增至
逾10間。
中銀香港上周推出港元定期存款優

惠，當中3個月年利率為1.6厘；6個
月為1.8厘；12個月為2厘，上調55
點子。推廣期截至本月18日。值得一
提的是，美元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2.7
厘，上調60點子。
早前以3厘稱霸市場的信銀國際，新

客戶只要開立戶口，首次做3個月港元
定存，便可享年利率3厘，而入場金額
只是1萬至10萬元；另可再享外幣兌
換優惠高達30點子和港幣50元現金獎
賞，優惠期延長至5月底。

花旗兩度加息 5萬入場
跟隨匯豐上調定存息口的渣打銀

行，客戶只要存入港幣10萬元或以上
至100萬元以下的資金，做12個月定
期存款，便可享年利率1.8厘；18個月
定存，年利率為2.1厘。12及18個月期
年息，分別高達2厘及2.3厘，入場門
檻為新資金100萬元。
當中，較為進取的花旗銀行，曾加

息兩次跟貼市場步伐。新客戶以5萬港
元或以上開立3個月港元定期存款，並
持有指定產品結存，可享高達1.5%年
利率。而花旗Citi Priority戶口或Ci-
tibanking戶口及指定產品結存，3個月
定存年利率則為1.4%。

港
元
定
存
普
遍
達
2
厘

信
銀
3
厘
稱
霸

■信銀國際新客戶只要開立戶口，首次做3個月
港元定存，便可享年利率3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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