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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銀行

綁定即時享100元現金獎賞，每完成10
次合資格「轉數快」交易可獲得100元
現金獎賞，最多可獲300元獎賞。

即日起至12月31日

中銀香港

個人客戶選用綜合理財服務，並綁定該
行賬戶為「轉數快」預設收款賬戶，收
款一次可獲20元現金獎賞，收款5次或
以上額外獎賞30元現金。如綁定預設
賬戶至12月31日，以及在12月31日
時港幣活期存款比8月31日多20,000
元或以上，可參加大抽獎，贏取雙人來
回日本機票或500元現金獎賞。

即日至12月31日

匯豐銀行

綁定戶口後，並從3位朋友收款（每次
不少於10元），即享30元現金回贈。
其後透過該行流動理財App並以「轉數
快」付款給2位朋友或商舖（每次不少
於10元），可再享20元現金回贈。

即日起至10月31日

建銀（亞洲）

在9月17日至10月31日首次完成「轉
數快」賬戶登記，並設定該行賬戶為預
設收款賬戶，可獲價值25元的Pacific
Coffee電子咖啡現金券2張。每完成一
項100元以上的交易，可獲抽獎機會一
次，贏取雙人來回巴黎、台北或曼谷機
票或 LeMaurice & Co. Parisian 24 吋
旅行喼。

即日起至 2019 年 3月 31 日

創興銀行

綁定賬戶即時獲贈30元現金獎賞，其
後完成收款及付款各一次，更可自動參
加大抽獎，有機會獲得一部價值8,588
元的智能手機，名額3位。

即日起至明年1月31日

中信（國際）

透過網上理財或inMotion動感銀行完成
「轉數快」賬戶綁定服務維持至明年1
月31日，並在該日期或之前成功收取
一筆100元轉賬至登記的預設賬號，即
可享50元現金獎賞。合資格的「轉數
快」客戶更可享年利率高達3.8%的3
個月港元定期存款優惠，先到先得。

即日起至12月31日

花旗銀行

透過Citi Mobile App登記「轉數快」服
務，並設定該行賬戶為預設收款賬戶，
之後透過「轉數快」完成收款及轉賬各
一次，可獲100元現金券。

即日起至11月30日

東亞銀行

完成登記「轉數快」並設定該行賬戶為
預設收款賬戶，即可獲20元OK便利店
電子現金券。透過 BEA App完成繳付
賬單、轉賬、外幣兌換、i-P2P 或
i-Wishes、兌換獎分、買賣黃金、買賣
外匯 / 貴金屬 / 孖展或投資掛鈎存款交
易最少1次，就額外獲20元OK便利店
電子現金券。

即日起至12月31日

美國債息抽
高，息口敏感
的金融、地產

和公用收息股受影響，尤其以高息作招徠的本
港公用股吸引力更大打折扣。
一般上，當大市上升，投資者拋售收息
股，換馬炒作其他股，導致收息股於大市上漲
時下跌；當大市下跌，投資者買入收息股，收
息股成為市場下跌的避險股。在貿易戰等宏觀
風險籠罩下，資金已不斷湧入避險股份。
但最近本港收息股卻隨市下跌。究其原

因，主要是最近主導大市表現的美債息上升所
致。上周，美國10年期債息隔晚高見3.232厘
的7年新高位；30年期債息報收3.348厘，連
續兩日收高於3.25厘。
市場視美國10年期債息為無風險利率，並

常用此作指標以比較其他投資產品的預期回報
率。在美債息上升下，市場對其他風險資產的
預期回報亦相應提高，以彌補其價格波動所承

受的額外風險。
整體上，本港高估值的公用股，目前正受美
國10年期國債孳息走勢影響，兩者利息差距已
經收窄至僅1厘左右，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值
2.5厘。以中電（0002）為例，以上周五收市價
計，股息率為3.34厘，相較目前美長債息3.23
厘的水平，股息率就不算吸引。

加息周期谷美債吸引力
美國聯儲局自2015年底起展開加息周期，

至今已八度調高息率，美國國債孳息率亦跟隨
上升，計及預料今年12月美國將再度加息，
以及明年上半年有可能會上調息率兩次，美國
10年期國債孳息率將進一步攀升。
從收息角度考慮，恒指目前股息率約為3厘
左右的水平，整體來看未算吸引。其中，金
融、地產和公用等收息股料最受美債息上升的
影響。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賺盡轉數快塞錢入你袋
本港支付發展經常被批評落後內地，但近年來已急起直追，金管局於上月底推出的快速

支付系統 (FPS)「轉數快」，全球首創的跨行跨App即時轉賬功能，簡單到只需收款人的

手機號碼即可轉賬，港元及人民幣交易皆可，是本港支付發展的新里程碑，也一下子將本

港的流動支付推到全球最前沿。今期數據生活將為大家介紹各大銀行及電子支付平台就

「轉數快」推出的吸客迎新優惠，讓大家在享用新服務的同時嘗盡「甜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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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29日是「世界心臟日」，
香港將在本周日舉行嘉年華，以喚起
大眾對心血管疾病的關注度及警覺
性。根據衛生署數據，心臟病是僅次
於癌症及肺炎的香港第三號致命疾
病，單在2016年共有6,201人死於這位
「殺手」。在各類心臟病中，以冠心
病最為普遍，致命率亦最高，佔心臟
病死亡總人數超過六成。
心臟的肌肉依靠冠狀動脈供應血液，
但當血液內的脂肪如膽固醇聚積在血管
內壁，或是血管組織老化而日漸變硬和
增厚，均會令冠狀動脈變得狹窄，甚至
閉塞，從而形成冠心病。一旦病發，就
有可能形成心肌局部缺氧、心肌梗塞、
心臟衰竭，嚴重者更會死亡。

冠心病無明顯徵狀
由於傳統觀念認定心臟病患者多為長

者，加上冠心病大多沒有明顯徵狀，患者
通常在病情變得嚴重，或是出現心肌梗塞
時，才得悉自己罹患心臟病。事實上，冠
心病近年發病有年輕化趨勢。假如發現呼
吸困難、心悸、心絞痛、心律紊亂及暈眩
等，尤其在劇烈運動後感到不適，那可能
是心臟病發先兆。此外，如果家族成員有
心臟病的病史，也會增加患病風險，因此
亦要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一旦確診患上心臟病，醫生會按照

病人的身體情況和病情，處方藥物治
療，或進行俗稱「通波仔」的導管介
入或心臟「搭橋」手術。然而，香港
公營醫療系統早已不勝負荷。醫管局
數據顯示內科門診的穩定新症輪候期
最長達112周，半緊急新症最快也要等
上4周。但心血管疾病猶如一顆計時炸
彈，隨時爆炸，危及生命。
在不用再擔心醫療費用的前提下，醫

療保險可為其中一項選擇。受保人可享
有多元選擇權利，在公營醫院以外接受
適時的診斷和治療，同時更充分地運用
本港的醫療資源。大家在選擇醫療保險
產品時，除要留意基本保障範圍及理賠
金額外，更需細心比較提供的醫療網
絡、定期體檢及第二醫療意見等項目，
方能為自己挑選合適的保障。

醫保提供多元選擇
當然，我們應該保持均衡飲食，減

少進食引致「三高」的食品，同時也
要定期運動、戒除吸煙等陋習，多管
齊下預防心血管疾病。
註：保險產品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
細則約束。
參考資料：衛生署、醫院管理局智友
站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醫療及僱員福利業務 許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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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金管局除推出「轉
數快」之外，同時宣佈推出共用二維碼（Common
QR Code）的標準及應用工具，目的是促進本地及國
際支付服務營運商、電子錢包及銀行使用同一個二維
碼接受電子支付。日後商戶無需再備有不同支付工具
的二維碼，只需一個二維碼便能簡單收款，有望改變
零售及支付生態。
叫車平台GOGOVAN上周宣佈，客戶由即日起，於

該平台預約車時可選擇使用「轉數快」支付，用戶可使
用任何已參與「轉數快」的銀行或電子支付手機應用程
式，於結賬時掃描司機手機即時生成的二維碼(QR

Code)，即可完成交易。公司指，日後客戶叫車時不再
只限於現金支付車費，預料新系統實施首年內將有3成
訂單以「轉數快」交易，料可吸引多兩成新用戶。

繳交賬單日漸普及
另一方面，AlipayHK亦宣佈與和記物業管理及香港
寬頻達成合作協議，由10月2日起黃埔花園住戶可率
先使用電子錢包繳交管理費，而香港寬頻用戶即可透
過AlipayHK手機應用程式繳交電訊費用，預計逾80
萬名市民受惠。
早前中銀香港亦宣佈與中華煤氣合作，提供掃描QR

Code繳付煤氣賬單。由於目前使用網上平台繳費客戶佔
約56%，未來實體或電子月結單都會印上一個專屬繳費
QR Code，市民只要使用任何已參與「轉數快」平台的
銀行或支付商手機應用程式，即可掃碼繳費。

政府積極探討運用
除企業方面的應用之外，早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

表示，政府會積極探討如何運用「轉數快」，讓市民
繳交政府賬單及費用。他認為「轉數快」提供開放平
台推動業界良性競爭，期望本港有更多元兼容的支付
渠道，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由於使用銀行賬戶綁定為「轉數
快」預設賬戶或涉及開戶，不

少銀行都推出優惠希望藉着新服務
吸客，當中星展銀行推出的現金優
惠最高，即日起至12月31日透過
App或官網登記 PayFast並完成登
記，以及連結至所選擇的DBS戶
口，並以保安編碼器啟動PayFast功
能，就可獲得100元現金獎賞，另外
每完成10次合資格「PayFast」交易
可額外獲得100元現金獎賞，最高可
獲300元現金獎賞，合共即最高享
400元獎賞。創興銀行亦推出綁定賬
戶即時獲贈30元現金獎賞優惠。

星展最和味 400元現金賞
除現金獎賞，亦有現金券獎賞，

以集友銀行網上銀行或手機銀行完
成「轉數快」登記，並以流動電話
號碼或/及電郵識別收款的個人客
戶，已可即時獲贈50元超市禮券一
張。若另成功開設投資賬戶可再多
獲一張50元超市禮券。另外，用戶
於恒生銀行e-Banking網站或App登
記恒生銀行戶口並設為預設收款銀
行，即時可獲10元Cash Dollars。

賺盡優惠 善用收款轉賬
以上皆是只需完成登記並綁定為

「轉數快」預設賬戶就可獲得獎
賞，但部分銀行則要求需進行指定
轉賬或收賬服務才可享有優惠。以
中銀香港為例，用戶除要綁定該行
賬戶為「轉數快」預設收款賬戶，
亦要完成收款一次才可獲20元現金
獎賞，收款5次或以上更可獲額外
30元現金獎賞。
花旗銀行方面，由即日起至11月

30日，透過Citi Mobile App登記
「轉數快」服務，並設定該行賬戶
為預設收款賬戶，之後透過「轉數
快」服務成功完成收款及轉賬各一
次，就可獲得100元現金券。
匯豐銀行方面，登記該行戶口為

預設收款銀行，並從3位朋友收款
（每次金額不少於10元），即可享
有30元現金回贈。之後透過該行流
動理財App並以「轉數快」付款給
2位朋友或商舖（每次金額不少於
10元），更可再享20元現金回贈。

金管局省招牌 逾45萬登記
事實上，市民在使用這些支付服

務最擔心是賬戶的安全問題，有網
民認為，服務由金管局推出令信心
增加，而且無需將金錢放在第三方
支付平台上，只需放在銀行賬戶就
可使用，亦增加使用信心。金管局
亦指出，FPS營運機構、銀行及
SVF持牌人都受金管局監管。它們
都須就科技風險管理及網上支付服
務實施適當及足夠的保安措施(例如
就超出某限額的轉賬實施雙重認證
及預設交易限額)，以確保結算及交
收系統與各項網上支付服務可安全
及有效率地運作，為客戶提供適當
保障。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早前透露，自

接受登記以來，「轉數快」已接到
超過45萬個登記。系統於首天（截
至9月30日午夜）總共錄得超過
50,000宗交易（包括轉賬及扣賬），
而經「轉數快」系統進行的交易金額
則超過2億元，當中160萬元為人民
幣。現時已有21間銀行及10個電子
支付系統支援「轉數快」。

方便過數 統一QR Code

轉 數 程 序

註：1、上述各銀行跨行過數手續費皆全免；2、部分優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資料來源：綜合各銀行資訊

5「轉數快」通知付款人及收
款人交易完成。

1付款人輸入支付資料，包括
收款人戶口號碼、
支付貨幣及金額
等，以啟動「轉數
快」轉賬程序。

2付款人的銀行向「轉數快」
提交轉賬支付指
示，表示將有關金
額轉入收款人的戶
口。

3收款人戶口所屬的SVF核實
及確認收款人的戶
口號碼有效，並向
「轉數快」發出確
認訊息，表示已接
受支付。

4「轉數快」從付款人銀行的
結算戶口扣除金
額，然後存入收款
人 SVF 的 戶 口
內。

■叫車平台GOGOVAN率先接受「轉數快」付款，
並選擇以匯豐作為合作銀行。 資料圖片

■有網民認為，
支付服務最擔心是賬
戶安全問題，而「轉數
快」由金管局推出，
令人信心增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