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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 擬
銀行提供手
機 App， 進
行定存、兌
換外幣、於
境內匯款等
更方便。

時下科技日新月異，現時客戶只
要拿着智能手機，即可解決不少財
務交易，再不需要時常在銀行分行
大排長龍，費時失事。金融科技包
括虛擬銀行（沒有實體分行的銀
行）的發展是大勢所趨，金管局現
時亦正接受虛擬銀行牌照申請。不
過，部分銀行與相關金融機構早前
已經搶先推出具虛擬銀行特徵的服
務，同時提供不少優惠，務求吸引
潛在客戶使用，本期《數據生活》
率先帶大家了解這些服務與優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在虛擬銀行發展下
在虛擬銀行發展下，
，客戶毋須
親身前往分行開戶。
親身前往分行開戶
。 資料圖片

炒股匯款省時便捷

在一眾銀行當中，中信銀行（國際）可算是邁向
「虛擬銀行」的先行者，早於今年 3 月初就率

先推出具虛擬銀行特徵的「流動銀行平台inMotion動
感銀行」，令潛在客戶可以遙距開立銀行戶口。其賣
點在於「三無」，即是：客戶無須親身前往分行、無
須提交住址證明，以及無須簽署文件，有意開戶人士
只要持有香港身份證，最快15分鐘即可成功開戶。

15分鐘內即可「三無」開戶

此外，為鼓勵潛在客戶使用此嶄新金融科技，中信
銀行（國際）現時正推出多項優惠「搶客」：中信銀
行（國際）新客戶，經 inMotion 動感銀行進行 3 個月
港元定期存款，存款金額最少為港幣 1 萬元、最高為
港幣 10 萬元，年利率高達 3.8 厘，為全港最高；透過
inMotion 動感銀行兌換外幣，可享達 30 點子匯率優
惠；成功開立 inMotion 動感銀行戶口，並存入 1 萬元
或以上，可享50元現金獎賞。
在投資方面的優惠則包括「零」買入證券經紀佣
金、低至0.125%的經紀佣金買賣證券，以及0.88%基
金認購費。（上述優惠條款或會變更，以中信銀行
（國際）的最新公佈為準）

■ 中 信 銀 行 在 3 月 初 率 先 推 出 「inMotion 動 感 銀
行」。
官網圖片

保險解碼

■大新
「e直通遙距申請」
，為客戶提供遙距申請信用卡及私貸服務。
除中信銀行（國際）外，大新
銀行與東亞銀行亦推出具虛擬銀
行特徵的銀行服務。其中，大新
銀行早前宣佈推出「e 直通遙距
申請」服務，為客戶提供遙距申
請信用卡與私人貸款服務，毋須
再親身前往分行進行身份認證。
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客戶只需透過
智能手機，最快 5 至 10 分鐘即可
完成申請。
在申請程序方面，客戶只需透
過智能手機拍攝身份證與自拍

照、填寫個人及其他資料，提交
電子簽名和上載住址及入息證明
等所需文件，便可完成整個申請
程序。此外，為防止不法分子使
用照片冒充進行詐騙，客戶需要
在鏡頭前眨眼兩次後，才能完成
整個自拍程序，與中信銀行（國
際）的自拍要求相近。

大新申信用卡即享回贈
優惠方面，客戶於 8 月 31 日或
之前，透過大新手機應用程式

毋須現身 私貸即日到手
至於東亞銀行則推出「勁快」私
人貸款申請平台，在職的全新或現
有客戶只需透過手機，即可完成貸
款申請程序，毋須親身到分行辦理
手續。申請者可即時知道貸款結
果，而現金最快一天到手。
申請程序方面，申請者需於指定
位置填寫個人資料與貸款額，接着
上載入息證明文件、身份證與自拍
照，毋須現身，即可完成身份認
證，整個貸款申請程序只需數分
鐘，方便快捷。需要注意的是，客
戶毋須現身，只適用於在職客戶在
星期一至五下午 3 時前完成申請和

上載所需文件，可
成功獲批20萬元或
以下的貸款額。
在優惠方面，於
8 月 31 日或之前以
手機成功申請及提
取「勁快」分期貸
款，即可享以下優
惠：實際年利率低 ■東亞推出「勁快」私人貸款平台，申請者可透過
至 2.92%；全新客 手機完成整個貸款申請程序。
官網圖片
戶專享現金回贈
500 元；手機申請額外現金回贈 底薪12倍，而最高貸款金額為 120
500 元；0%手續費；還款期長達 萬元。（優惠或有變動，以東亞
60 個月；貸款額高達申請人每月 銀行的最新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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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香煙可減肺癌風險

隨着立法會去年通過修訂《吸煙
令》適應期快將屆滿，近日香煙產品
包裝也換上新款，並配以一幅逼真恐
怖的健康忠告圖像，以加強阻嚇力。
其實，香煙的可怕之處豈止於包裝，
其引發的嚴重疾病才真的叫人害怕。
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2015年的
數據顯示，肺癌是本港癌症頭號殺
手 ， 2015 年 的 死 亡 人 數 超 過 4,000
人，比十大常見癌症之首的大腸癌高
出近一倍，佔癌症死亡人數近三成。

煙民患肺癌機會高20倍
肺癌是肺部細胞分裂過程中，因失
控而形成的一種惡性腫瘤，並會經由
血液或淋巴系統擴散至身體其他器
官。導致肺癌的成因眾多，包括空氣
污染、輻射、肺癌家族史及免疫能力
減弱等，但最主要的風險因素是吸
煙。據醫院管理局的資料顯示，約
90%的肺癌都與吸煙有關；與沒有吸
煙的人士相比，「煙民」和長期吸食

「e 直通遙距申請」
服務成功進行身份認
證以申請大新信用
卡，申請一經批核即
可 享 100 元 現 金 回
贈，毋須簽賬。
在私人貸款申請的
優惠方面，凡於 8 月
31 日或之前，以大
新手機應用程式通過
「e 直通遙距申請」
官網圖片 服務成功進行身份認
證成功申請分期「快
應錢」/清卡數「快應錢」並於9
月 30 日 或 以 前 提 取 貸 款 之 客
戶，可享100元現金獎賞。
此外，客戶於 12 月 31 日或之
前在大新手機應用程式通過「e
直通遙距申請」服務成功進行身
份認證成功申請易借「快應錢」
並於明年 1 月 31 日或以前提取貸
款之客戶，亦可享 100 元現金獎
賞。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以
大新銀行的最新公佈為準）

二手煙的人患上肺癌的機會分別高出
20 倍及 2 倍以上。另外，雖然年逾 65
歲的長者患癌的比例顯著高於年輕
人，但煙齡越長、吸煙越多，患癌的
風險就越大，值得所有年齡組別的人
提高關注。
由於早期肺癌可能沒有任何明顯症
狀，因此大部分病人確診患上肺癌時
已屬晚期階段。假如出現持續性咳
嗽、痰中帶血、體重下降、胸部不
適、咳嗽或深呼吸時感到疼痛等徵
狀，就應盡快尋醫問診。醫生會透過
胸肺 X 光片檢查、支氣管內視鏡或電
腦掃描等方法，診斷求診者是否患上
癌症及評估其階段。
假如不幸確診患上肺癌，醫生會視
乎病人的病情、體質以及癌症類型，
決定合適的治療方法。其中外科手術
是針對早期未有擴散的肺癌最佳治療
方法，醫管局統計數據顯示患者痊癒
率可達 60%以上。至於身體不佳、無
法進行手術的病人，體外放射治療也

可應用於早期肺癌作根治性治療。當
癌細胞擴散到肺部以外器官時，醫生
則會考慮用化療等治療方法幫助病人
對抗癌細胞的分裂和增長。

尋求專業協助戒除煙癮
即使醫學昌明，相信也沒有人想經
歷癌症的折磨。在今年 5 月 31 日為
「世界無煙日」，有保險公司聯同專
業中醫醫療機構推出戒煙回贈保費政
策，鼓勵吸煙人士坐言起行。市面上
亦有不少戒煙療程服務，市民可在專
業人員協助下增加戒煙成功機率。為
了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着想，我們應下
定決心遠離香煙，減低患上肺癌及其
他的主要疾病的風險。
註：保險產品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
及細則約束。
資料來源：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醫管局
「智友站」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醫療及僱員福利業務）許以敏

■陳德霖早前透露，現約有逾 50 間機構有意
申請虛擬銀行牌照。
資料圖片
為推動香港金融科技發
展，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金管局於
去年 9 月公佈一系列措施，
推動香港邁向智慧銀行新
紀元，其中包括在香港引
入虛擬銀行。金管局認
為，由於虛擬銀行一般以
零售客戶為服務對象，當
中包括中小型企業，因此
虛擬銀行有助促進普及金
融，為銀行客戶提供新體
驗，應該給予支持。
金管局現時正接受虛擬銀
行牌照申請，首批虛擬銀行
申請將於本月底截止。金管
局總裁陳德霖早前曾透露，
現時有逾 50 間機構表示有
意申請虛擬銀行牌照，包括
海內外科技企業。其中，中
新 控 股 （8207） 於 上 周 宣
佈，計劃於本月底向金管局
遞交於香港開設虛擬銀行牌
照的申請，期望能以較傳統
銀行低的入場門檻，吸引大
眾使用虛擬銀行。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則表
示，金管局在接到虛擬銀行牌照的
申請後，會盡快作相關審批，期望
最快可於明年第一季發出虛擬銀行
牌照。

逾 機構欲申虛擬牌

信銀定存利率3.8厘至筍

虛擬銀行 錢途無限
鏡頭前眨眼 防照片冒充登記

在開戶程序方面，申請者首先需使用智能手機進入
應用程式內的開戶介面，填寫個人電郵地址，接着於
開戶介面內輸入傳至個人電郵地址內的一次性密碼，
以及進行電話號碼驗證。然後，申請者需把身份證對
準介面內的框框，讓系統自動掃描身份證上的個人資
訊與填寫個人資料。此外，潛在客戶需進行自拍
（Selfie），自拍期間需要眨兩下眼。最後，申請者
只需在介面上填寫基本資料後，即可完成整個開戶程
序。
據了解，「inMotion動感銀行」採用了臉部識別等
技術，以防止他人偽裝身份，確保開戶符合監管要
求。為實踐真正的遙距開戶，該行利用手機在非面對
面下完成「認識你的客戶（KYC）」程序，核實申
請人的身份與證件。在開戶的過程中，該行將透過使
用人工智能（AI）驗證客戶身份證的資料及真偽，並
會以臉部識別技術與活體檢測技術，比對申請者與證
件上的照片，防止偽裝。
「inMotion動感銀行」現時提供定期存款、兌換外
幣、於香港境內匯入匯出款項、查閱戶口、電子結單
及通知書、以至進行港股與基金投資等多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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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技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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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去槓桿

7月31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開會
議，分析研究當前
經濟形勢，部署下
半年經濟工作。未見更寬鬆的貨幣政策表述，多出
了堅定做好去槓桿工作。總基調是糾偏非轉向。自
7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傳遞出財政金融協同發力
動向後，市場關注本次會議對財政貨幣政策是否有
更寬鬆的定調、對去槓桿是否有新的表述。

維持穩中求進基調
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未作改變。本次政
治局會議表述變化為 4 月「我國經濟周期性好
轉」、本次「經濟穩中有變，外部環境發生變
化」，定調體現尚有忍耐度，「穩」字仍存。
相比之下，2014 年政治局會議表述為「經濟運
行存在下行壓力」、「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遞進式定調經濟的下行壓力，開啟全面寬鬆。
但會議指出「穩中有變」，一是外部環境變
化，二是政策思路變化。外部環境帶來新問題
新挑戰，要求各項政策部署思路上更具前瞻
性、靈活性、有效性，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

糾偏非轉向
要求充分考慮政策間的節奏協調與相互影響。

基建投資增速將反彈
財政政策要比貨幣政策更加積極。在貨幣政策
與財政政策的搭配上，沒有見到類似於2009年或
2015年更為寬鬆的措辭，強調「把好貨幣政策總
閘門」、「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
發揮更大作用」，這確認了貨幣政策主要發揮總
量政策功能，而財政政策應該更加主動地發揮調
結構的功能。 對金融亂象的整治依舊，同時進一
步強調地產調控，「堅決遏制房價上漲」，也意
味着政策邊際寬鬆。下半年基建投資有望溫和發
力。會議強調「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
度」、「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未來一段時間
基建投資增速有望顯著反彈。
整體來看，本次會議確認了財政政策更為積
極以及基建加碼的力度，更具體地指明了補短
板的方向，「三降一去一補」中的補短板提前
到去槓桿前面來談，意味着針對增量「補」的
政策會更為積極。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