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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攬存新招
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

美聯儲本月加息機
會高，
會高
， 由於本地銀行已多次

紅簿仔 賺息有法

未有跟隨美國加息，
未有跟隨美國加息
，不少分析預期本
港今年將加一次 P（最優惠利率
最優惠利率），
），
更甚有市場人士認為目前
香港隨時可加 P， 並無須
等待美國「
等待美國
「 郁一步
郁一步」
」 本港才
本港才「
「郁
一步」。
一步
」。對於即將告別零息
對於即將告別零息
環境，銀行自然需早作準
備，有不少銀行近期更推出
「高息
高息」
」存款優惠
存款優惠，
，在市況波動下
在市況波動下，
，市民
不妨考慮將紅簿仔加入到自己投資組合
中，在收息之餘
在收息之餘，
，以不變應萬變
以不變應萬變。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多銀行中，
多銀行中
，以中小銀行攬存態度最為積極
以中小銀行攬存態度最為積極，
，提供的優
眾惠亦最為進取
惠亦最為進取，
，市民若手持一筆現金
市民若手持一筆現金，
，又未有更佳的

■息魔漸近下，未供完樓的業主可考慮按揭儲蓄
掛鈎戶口作為對沖加息的方法。
資料圖片

▼

建行亞洲存息最高

中小行息口更敏感
不同銀行提供的優惠細節都不一樣，
不同銀行提供的優惠細節都不一樣
，單從計劃名稱或
未必可詳細了解優惠內容，加上港元拆息每日變動
未必可詳細了解優惠內容，
加上港元拆息每日變動，
，本
地中小銀行存款基礎不及發鈔銀行，
地中小銀行存款基礎不及發鈔銀行
，因此對息口更為敏
感及變陣迅速，
感及變陣迅速
，手持現金資產較多的市民
手持現金資產較多的市民，
，不妨多往銀
行查詢，
行查詢
，以獲取最新優惠資訊
以獲取最新優惠資訊。
。

美國已踏入加息周期，本港雖然遲遲
未有行動，但不少分析相信本地銀行年
內將上調最優惠利率，息魔來襲下，不
少未供完樓的業主或首當其衝受影響。
雖然大多相信每次加息只會上調 25 點
子，但小數怕長計，長遠亦難免造成一
定負擔，其實有資產抵押的優質貸款對
銀行風險相對低，競爭自然激烈，因此
銀行亦會提供不少具競爭力優惠，如選
用普通按揭產品，多數銀行都會提供按
揭儲蓄掛鈎戶口，不妒考慮作為對沖加
息方法之一。
如按照目前情況，假設加息 0.25
厘，業主每月供款將增加幾多？現時
與最優惠利率掛鈎的平均按揭利率為
2.15 厘，假設加息 0.25 厘，即 P 將上
調至2.4 厘。假設買家以600 萬元買入
單位，並做六成按揭，借入 360 萬
元，計劃供款25 年。按現時2.15 厘計
算，每月供款額為 15,523 元，全期利息 105.69
萬元；加至2.4厘後，每月供款額則增至15,970
元，較原本利息增加 447 元，全期利息則升至
119萬元，較原本利息增加約13.31萬元。

富邦銀行近年積
極吸納存款。

建行亞洲推
出「優越增
息定期存
款」，指定
理財客戶以
新
資
金敘做 3
個月港元定存
，年息最高達
2.9 厘。
▼

在最近新出的優惠中，包括建行亞洲推出
在最近新出的優惠中，
包括建行亞洲推出「
「優越增息
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
」，指定理財客戶以新資金
指定理財客戶以新資金，
，敘做 3 個月港
元定存年息最高達2
元定存年息最高達
2.9 厘，為目前全港最高
為目前全港最高，
，起存金
額 35 萬元
萬元，
，不過優惠亦帶有指定條件
不過優惠亦帶有指定條件，
，包括需要
在指定存款期內維持活期存款增長要求，
在指定存款期內維持活期存款增長要求
，及完成
一項指定交易。
一項指定交易
。若以最高年息及最低 35 萬元
入場計算，
入場計算
，3 個月可賺利息
個月可賺利息2
2,537
537..5 元。
南洋商業銀行推出「
南洋商業銀行推出
「 優息 2.0 定期存
款 」，
」，敘做
敘做 3 個月期港元定存年息為 2
厘，需存入新資金並符合指定條件
需存入新資金並符合指定條件；
；同
時推出新客優惠，
時推出新客優惠
， 成為該行全新理財客
戶，敘做 128 天港元定存年息可達 2.28 厘，
起存金額 20 萬元
萬元。
。若以新客優惠
若以新客優惠，
，按最高年息及最低
20萬元入場計算
20
萬元入場計算，
，128
128天可賺利息
天可賺利息1
1,599
599..12
12元
元。
近年積極吸納存款的富邦銀行亦非常進取，最新提供的
新客優惠，全新客戶以全新資金敘做
做 3個月期港元定存年
息為2.3厘，起存金額5萬元，另外全新客戶於指定期內以
全新資金，開立指定的港元有息支票戶口，及同時選用指
定理財服務並符合要求，可獲300元現金獎賞。若以新客
優惠，按最高年息及最低5萬元入場計算，3個月可賺利
息287.5元。

業主諗計對沖加息

投資選擇，不妨先從中小型銀行開始過濾
投資選擇，
不妨先從中小型銀行開始過濾，
，比較哪間銀行
較為適合自己，
較為適合自己
，同時由於不同銀行大多要求以新資金敘做
存款，
存款
，市民可以按心儀銀行提供的存款計劃作排序
市民可以按心儀銀行提供的存款計劃作排序，
，當首
間銀行存款期屆滿後，
間銀行存款期屆滿後
，即時將錢搬去另一間銀行
即時將錢搬去另一間銀行，
，如此類
推，即可賺盡多間銀行優惠
即可賺盡多間銀行優惠，
，又可以享受加息效果
又可以享受加息效果，
，當中
以3個月期限的定存為佳
個月期限的定存為佳，
，全因較為緊貼美聯儲加息步伐
全因較為緊貼美聯儲加息步伐。
。

部分銀行港元定息比較
銀行

期限

年息

最低定存金額

利息

建行亞洲
「優越增息定期存款」

按揭儲蓄戶口息率高

3個月

2.9厘

35萬元

2,537.5元

南洋商業銀行
「優息2.0定期存款」

128天

2.28厘

20萬元

1,599.12元

富邦銀行
「3個月特惠定期存款」

3個月

2.3厘

5萬元

不少銀行美其名為減輕業主供樓壓力，實則希
望加強交叉銷售能力，如選用銀行普通按揭產
品，多數都會提供按揭儲蓄掛鈎戶口作為另類優
惠。而所謂的按揭儲蓄掛鈎戶口，其實同樣是儲
蓄戶口，但就享有等於按揭利率之息率，相對目
前普遍的港元活期存息約0.01厘至0.02厘為高，
而且彈性度高，就算客戶突然有現金需要，亦可
隨時提取戶口內之存款，而無須繳付任何手續
費，不似一般定期會鎖死資金一段時間。

287.5元

註：各銀行定息優惠或有變動，同時設有條款細則及新資金等限制，詳情以銀行公佈為準。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注意存款封頂水平

銀行加存息非加息指標

匯豐銀行亞太
區顧問梁兆基表
示，香港銀行會否加息需視乎港元拆息
水平、本地銀行體系總結餘、個別銀行
本身的資金成本結構及經營策略，對於
有個別銀行早前上調儲蓄存款利息，他
認為有關舉動只反映個別銀行不同的資
金結構及經營方針所作出的決定，但認
同業界普遍共識是本港離全面加息的日
子已不遠，建議市民做好加息對財政狀

專 家 解 讀

況及資產分配影響的準備。
梁兆基又指，存款市場的利率決定相
較按揭市場的利率決定更為複雜及影響
廣泛，因此在估算存貸利率上升的時間
而言所涉及因素非常多，認為市民無須
過分解讀有關舉動。他亦留意到最近定
存市場出現一些白熱化競爭，但就認為
有關競爭的出現並非全因資金成本因
素，故此最近部分銀行定存利率上升並
非標示未來香港加息時間的必然指標，

籲市民勿胡亂猜度本港加息時間。
梁兆基解釋，現時本港資金仍相當充
裕，本地同業拆息水平仍相對穩定，銀
行體系總結餘仍有龐大數額，反映本地
資金並無出現緊絀情況，定存息率白熱
化料主因在於本地銀行競爭激烈，除了
資金成本考慮，亦有交叉銷售考慮，並
非因應個別單一因素，而未來將如何發 ■梁兆基稱，港銀會否加息需視乎港元
展，主要視乎市場競爭激烈程度，以及 拆息水平、本地銀行體系總結餘等因
存款者對息率的敏感度等。
素。
資料圖片

保險解碼

七七
七七七七
七七
七七七七成就更好的自己
嶄新保障概念
都市人越來越注重生活質素，期望每天突破自
己、改善健康，活出精彩人生。不過，要突破自
我實非易事，許多人都容易因欠缺動力和誘因而
放棄，或是因沒有專業指導以致成效不佳。尤其
在管理健康、戒除不良習慣時，全面的計劃與協
助更為重要。

革新傳統核保標準
以往香港部分市民不論如何努力改善健康，因
其日常生活習慣或慢性疾病（如二型糖尿病、哮
喘和貧血），傳統上亦會被保險公司拒諸門外或
將疾病列為不保事項，令他們未能獲得適當保
障。其實保障不只是產品，而是一個理念。市場
上有一些嶄新保險方案一改傳統的核保方式，革
新核保標準及全方位健康管理，履行真正保障理
念。透過擴大醫療保障至上述常見的三大都巿
病，可讓以往未能得到醫療保障的人士有機會獲
得保障。

保費回贈增強動力
有別於市面上一般的健康管理方案，有保險公

司除了在革新核保標準外，還推出結合保費回贈
及健康管理的危疾計劃，有助推動市民積極向健
康人生進發。以戒煙獎勵計劃為例，參加者承諾
戒煙後會定期收到戒煙資訊及小貼士；若能成功
戒煙及符合指定要求，將有機會獲得吸煙與非吸
煙保費差額回贈，隨後保費會調低至「非煙民級
別」。另外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則結合周全的風
險評估、飲食和運動建議及健康知識，並有專業
醫護人員為客戶評估健康狀況，讓客戶可以全面
掌握健康，陪伴他們更有效管理糖尿病及三高的
風險和困擾。參加者在完成計劃並累積足夠分數
後，更有機會獲得一筆過保費回贈。
在大家活出更健康人生的同時，保險公司的保
障也在與時俱進，成為客戶最強的後盾。現在保
險已不再單單停留在理賠層面，冀望透過不同的
增值服務，推廣健康意識及生活方式，協助大家
過更健康、美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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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銀行亦不會做虧本生意，如果提供相等
於按揭利率之儲蓄息率，一旦儲蓄金額高或等
於按揭額，亦即意味銀行需額外補貼或不賺不
蝕，因此銀行提供的按揭儲蓄掛鈎戶口，其存
款額會設有封頂水平，避免出現上述情況，這
類型的戶口存款上限通常設定為按揭貸款結欠
之一半，銀行會以每日儲蓄戶口結餘計算日
息，再於每月結算日存入利息。
當然選用這類型戶口必要條件是業主身份，
在面對本地銀行隨時加 P 的壓力下，這類型戶
口有助業主靈活運用資金，同時某程度節省供
樓利息支出，加上近日銀行調高按息，如業主
利用有關戶口作為出糧戶口或用盡戶口存款上
限存放資金，都有助減輕加息壓力。

財技解碼

七七
七七七七
七七
七七七七
外需未明朗

央行在 2 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
對國內外增長的樂觀情緒均呈繼續降
溫之勢。內需方面，央行指出，快速
去槓桿下基建增速放緩較為明顯。疊
加外需不確定性上升，短期內中國經
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上升。

進出口持續放緩
領先指標顯示需求下降，驗證了央
行的前期判斷。國內 8 月製造業 PMI
雖環比上升 0.1 個百分點與年均值持
平，但主要靠生產回升，而新訂單指
數下降和產成品庫存指數上升預示 8
月製造業景氣度的回升持續度不高，
處於低位的採購量和原材料庫存指數
也顯示了生產商預期並不是很樂觀。
特別是出口訂單和進口訂單，已經
跌至50以下的收縮區域，貿易戰對經

短期經濟或受壓

濟的影響將逐漸顯現，拖累經濟增
長。8 月不論是人民幣計價還是美元
計價的進口、出口增速均小幅回落，
與 8 月製造業 PMI 中進出口分項表現
相一致。
內需方面，建築業 PMI 和新訂單走
低顯示基建尚沒有起色。而製造業出
廠價和原材料價格指數再度明顯走
高。在需求端趨弱背景下，短期商品
價格上漲幅度有限。

外部風險憂慮增
央行在 2 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對
於增長內部動力的關注上升，特別指
出需求端「幾碰頭」（負面因素疊
加）可能對經濟形成擾動。具體包括
出口摩擦對出口造成不確定性和對投
資者情緒的影響；主要發達經濟體貨
幣政策正常化對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
的衝擊；內地基建投資下行；企業債
務風險暴露等四個方面。

央行對增長外部環境的擔憂明顯上
升，指出風險可能來自貿易、金融、中
長期增長動力、新興市場等幾個維度。
指出目前面臨「全球貿易摩擦升級」、
「金融市場脆弱性增加」、「新興市場
金融波動」、「中長期增長面臨結構性
挑戰」等四大風險。 在以上內外判斷
之下，央行用四個專欄代表貨幣政策的
四個目標。專欄一針對貨幣流動性；專
欄二針對實體信用，專欄三針對匯率，
專欄四針對政策協調。
央行也在報告的不同部分提及了應
對之策，其中包括加大對京津冀等國
家重大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的信貸支
持以對沖外需下滑；通過改變對金融
機構考核方式等措施加大對小微企業
支援力度以對沖信用收縮；通過推進
匯率改革和宏觀審慎應對匯率和資本
流動的風險等。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
（香港）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