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文是講零息套現賺回贈及積分，
本文則是講真正的套現。急需現金，
大部分人可能第一時間向親友借，但
有人不敢開口，也可能羞於搵手指人
兄弟，其實是可以使用信用卡現金套
現服務的，只要你能準時還款，息率
也是很便宜的，且不少銀行都開通了
這項服務，過程快捷方便，基本幾個

工作日內就能現金到手，很多銀行還
提供額外現金回贈。雖然與私人貸款
相比，信用卡套現金額很小，但能在
最短時間內解決「燃眉之急」，是江
湖救急的選擇之一。
信用卡都提供ATM機直接提現的功

能，但一般需較高的行政費，除非緊
急情況需要使用現金，否則並不建議

使用。現金套現的最大好處是可通過
網絡或電話申請，毋須遞交文件，一
般7天內可以做到現金到賬，更快的可
以做到2日或更短。

提供額外現金回贈
當大家取得套現金額後，銀行會在

你的信用卡賬戶內，凍結相同金額的
信用額，直到全部還清。例如申請人
的最高信用額是3萬元，獲銀行批准套
現2萬元後，信用卡只剩下1萬元的額
度可用。有些銀行規定，用戶不能在
此計劃中享受任何信用卡積分優惠。
為補償這一點，大多銀行的套現計劃
都會提供不等的現金回贈。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卡套現的推廣

計劃往往只會標出每月的最低手續
費，實際最低年利率等等，並非適合
每位申請人，條款和細則中都會寫
明。這一步就如同按揭，銀行會根據

每人的信貸狀況，決定每月手續費、
還款期和套現金額。例如渣打銀行，
必須兌現 15 萬元以上，才能享受
0.17%的每月手續費和3.97%的實際年
利率（以48個月計算）；若只是套現5
萬元以下，每月手續費就需0.29%，相
應的年利率亦高達6.74%。

額度按信用情況而定
與一些貸款計劃一樣，銀行提供的套
現額度並非一定「如你所願」，可能會
根據申請人的信用情況而定，或許遠遠
低於申請人所預期的金額。更為重要的
是，若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
全數欠款，罰息金額很高，實際年利率
可能會超過30%。信用卡套現若提前還
款，也會收取相應手續費。
信用卡套現雖然快捷，依舊不能忘記每

月按時還款，大家在申請前依舊要三思而
後行，「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信用卡
大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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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套現記得準時還信用卡套現記得準時還

醫藥板塊今年全線走旺，積累
較大漲幅，存在內在調整壓力，
但本輪醫藥行情基礎堅實，不改
產業向上周期，此時更應關注基
本面，繼續緊抓細分領域龍頭。
支撐醫藥行情的業績、政策、宏

觀環境等因素都沒有發生變化，
2018估值32倍仍在合理區間。上
周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初步協定，在
醫藥領域將加快落實進口藥零關
稅、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加
快進口藥品審評審批速度。
醫藥行業已進入到新一輪景氣

周期，不過內部分化加劇。優質
龍頭雖短期漲幅較大，但業績持
續性、確定性都具有明顯優勢，
股價如有所回檔，仍可繼續配
置。對於基本面支撐力稍弱的個

股，後續可能風險較大。

創新類醫藥可核心配置
上周醫藥生物板塊繼續領漲。生

物技術領域，目前內地CAR-T技
術已經出台技術申報指引，而且內
地企業已經開展臨床，和國際上研
發相比，內地的技術起點並不低。
腫瘤免疫方向，尤其是在治療效果
上具有顯著提升的CAR-T領域，
未來甚至具後發優勢。
創新是醫藥產業的未來，具備

政策支援，市場結構優化，創新
藥械的投資回報提升等優勢，因
此創新類醫藥行業是核心配置。
這類發展潛力龐大的龍頭企

業，除石藥（1093）及中國生物
製藥（1177）外，還有積極併購
和研發的「摩指新貴」綠葉製藥
（2186），集團的產品涵蓋四大
領域，包括腫瘤藥物、消化與代
謝藥物、心血管系統藥物及中樞

神經系統藥物，集團研發領域正
覆蓋內地最為普遍病發率最高的
首四種病症。

大品牌OTC估值有望提升
從估值上看，當前OTC板塊預

期較低，整體估值處於行業的平
均水準之下，基於消費升級，品
牌OTC迎來一輪提價的機遇，具
備性價比優勢的OTC板塊，尤其
是大品牌OTC，有望迎來估值提
升的行情。
仿製藥方面，第四批涉及八個產

品的仿製藥一致性評價結果即將出
爐，目前累積十餘省區已出台一致
性品種招標採購政策。受益藥審加
速以及一致性評價的估值性價比的
製 藥 企 業 ， 包 括 聯 邦 製 藥
（3933）、李氏大藥廠（0950）、
東陽光藥（1558）等。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各大流動支付工具強勢攻港，P2P（個人對個

人）轉賬免手續費，識得用還可以「零成本」賺積

分，就是在親友之間利用信用卡綁定流動支付

Apps互相套現，雖然套現金額不多，但互相套現

後其實大家都是零付出，卻能為信用卡賺現金回贈

或者換里數，所謂小富由儉、聚沙成塔……財富就

是這樣日積月累而來的。惟需要留意的是，每個

Apps對用戶轉賬和餘額提款均有不同的上限，本

文就平日使用度較高的PayMe、WeChat Pay 和

AlipayHK作比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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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信用卡套現計劃概覽
銀行

中銀香港

匯豐銀行

花旗銀行

東亞銀行

渣打銀行

星展銀行

恒生銀行

註：*每月手續費按分期金額、還款期及視乎信用卡賬戶狀況而定。

計劃名稱

現金分期

現金套現

Quick Cash

好用錢

兌現分期

迅用錢

現金分期

每月最低手續費

視情況*

視情況*

0.14%

0.14%

0.17%

0.17%

0.18%

一次性行政費

200元

300元

按套現金額計

-

200元
(網上申請可免)

視情況

300元

還款期

6-24個月

6-60個月

6-60個月

6-48個月

6-60個月

6-60個月

6-6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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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板塊續旺 緊抓領域龍頭高端醫療保險添保障

經信用卡轉賬提現比較
Apps

註：*PayMe、WeChat Pay達到每日、每月最多轉賬後即不能繼續操作，AlipayHK
則需支付超額手工費，中銀信用卡收取1.5%，其他信用卡收取3%
**按單一賬號、單一信用卡，每月提取最高轉賬現金計算

每日最多轉賬*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每月最多轉賬*

5,000元

1萬元

5,000元

現金到賬時間

恒生、匯豐即時，
其餘2-3天

2-5個工作日

4個工作日

每年最高
免手續費提現**

6萬元

12萬元

6萬元

流動支付流動支付
零成本 賺積分 換里數

筆者眼看不少人都愛追潮物，每次有新款智能手
機或電子遊戲機上市，他們就會嚷着「早買早享
受」，即使「遲買平幾嚿」也絕不妥協等候，朋友
Matthew就是這些潮流尖子的其中一員。筆者經常
勸這位老朋友要保重身子，不要通宵達旦排隊搶購
新款手機，同時也要保障自己，應盡早投保醫療保
險，但總是屢勸不聽。
有天他致電給我：「Kevin，我上年確診患上腎結

石，在私家醫院花了數萬元做了一次清除手術，現
在又復發了。你知道我本身沒有任何個人醫療保
險，現在想購買一份醫療保險，但又得了這個病，
是否已不能投保醫療保險？」
很多人都是在生病過後，才明白醫療保障的重要
性。但確診病患過後，又是否不能投保醫療保險，
得到醫療保障呢？
其實，已被確診患有疾病的人，亦未必不能投保
醫療保險。就以Matthew為例，他曾患上腎結石，
能否成功投保，需視乎不同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
以及所患的疾病類別和嚴重程度而定。對於投保前
已患上或出現病徵的疾病，保險公司有可能提高保
費或將有關的疾病列作不受保項目，被保人將來仍
可就其他疾病獲得醫療保障。當然，保險公司亦有

機會拒絕整份保險的申請。

可涵蓋已確診疾病
假如Matthew想獲得較全面的保障，可以考慮市

場上一些高端醫療保險，該類計劃可為被保人提供
較大的保障範圍，例如全球醫療保障，更涵蓋被保
人投保前已確診的疾病及/或先天性疾病。當然，由
於保障範圍較廣，這類高端醫療保障的保費會較一
般醫療保險昂貴。
Matthew似乎想到什麼點子，急不及待地問：
「其實我不上報，保險公司應該不會知道我生過腎
石？那就不會加我保費或者拒保吧！」
原則上，投保人應以最高誠信申報病歷，保險公

司也有機會要求投保人進行體檢驗身，購買醫療保
險是為了獲得保障，假如只往保費方面考慮，日後
患病想申請醫療保障時，被保險公司發現虛報病
歷，是絕對有權拒絕賠償，屆時省下的保費差額也
不夠付醫療費用呢！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保

事項限制。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人壽保險業務）黎卓祺

首先，用家需將信用卡與Apps賬號綁定，設置
以信用卡優先（若有）付款或過數。在過數

給好友或家人後，對方賬號內便有指定的現金，對
方再轉回你的賬戶，即可變成現金餘額，再將餘額
兌現至個人銀行賬戶。暫時來看，三個Apps的條
例都說明，將餘額轉至銀行卡，並不需要收取任何
手續費，且本港常見的銀行賬戶都可支持提款。

WeChat Pay：每月上限1萬元
以WeChat Pay為例，每個月內「零成本」套現
的上限為1萬元。已設定付款密碼的用戶，每日最
多可通過信用卡轉賬5,000元，每月上限1萬元，
而對等的餘額提款的單日、單月上限亦為1萬元。
進一步完成高級認證，即提交工作信息、身份證、
住址證明等的用戶，每月可享受5萬元提款，那是
否就能多綁定幾張信用卡呢？答案是否定的，信用
卡轉賬的1萬元上限是基於一個WeChat賬號計
算，並非以信用卡的數量而計，而不同信用卡的每
日限額需留意發卡行的規定。

AlipayHK：每日兌現最多10次
AlipayHK的轉賬要求會更加嚴格，僅限綁定本
港發行的Visa/Master信用卡，每個賬戶每月最高
可轉5,000元，即個人能套現約5,000元。轉賬若超
過5,000元即需手續費，中銀信用卡1.5%，其他信
用卡3%，兌現無上限，但每日不能超過10次，每
個賬戶最多可加入5張兌現銀行卡和5張支付信用
卡。

PayMe：信用卡增值即可兌現
PayMe屬三者中最方便的，能省去過數給他人的

步驟，直接使用信用卡增值功能即可兌現。當提交
香港身份證副本後，無論是否匯豐信用卡持有人，
每日、每月轉賬至銀行戶口的上限均為5,000元，
每年轉賬至銀行上限為10萬元。
以現階段來說，各類流動支付Apps基本將信用

卡轉賬以零售交易處理，不歸為現金透支。所以信
用卡轉賬的每筆交易，可按照網上消費來計，滿足
各間銀行網上消費換取積分里數的要求。

■■PayMePayMe每天及每月轉賬至銀行戶口
每天及每月轉賬至銀行戶口

的上限均為的上限均為55,,000000元元。。
■■AlipayHKAlipayHK提交身份認證後提交身份認證後，，需三個需三個

工作日才能通過審核工作日才能通過審核。。
■■WeChat PayWeChat Pay完成高級認證後完成高級認證後，，每每

月可享受月可享受55萬元提款萬元提款。。

互相套現互相套現

■■PP22PP轉賬免手續費轉賬免手續費，，識得用隨時可識得用隨時可「「零成本零成本」」賺積分賺積分。。
圖片為手機截圖圖片為手機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