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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年尾接近年尾，，又是不少又是不少「「打工仔打工仔」」荷包荷包「「大出血大出血」」的時的時

候候！！除了因為年尾是結婚旺季除了因為年尾是結婚旺季，，不少朋友趁機擺酒結不少朋友趁機擺酒結

婚婚，，大派大派「「紅色炸彈紅色炸彈」」外外；；隨着交稅的限期臨近隨着交稅的限期臨近，，不少不少

「「打工仔打工仔」」打開信箱收到打開信箱收到「「綠色炸綠色炸

彈彈」。」。這些消息對這些消息對「「手手

頭緊頭緊」」的的「「打工仔打工仔」」來來

說說，，可謂雙重打擊可謂雙重打擊。。不不

過他們亦不用過度擔過他們亦不用過度擔

心心，，因為各大銀行現已因為各大銀行現已

相繼推出稅貸優惠相繼推出稅貸優惠，，協協

助助「「打工仔打工仔」」解決燃眉解決燃眉

之急之急，，本期本期「「數據生數據生

活活」」將帶大家去看看這將帶大家去看看這

些優惠些優惠。。

文文：：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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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元首電話通話，另有消
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希望在11月
底於阿根廷舉行的G20峰會上與中
國就貿易問題達成協議，大大提振
了資本市場。從美國股市到亞太股
市，從匯市到商品市場，多頭成為
市場的主導。恒指上周五以26,486
全日高位收市，單日大升1,070點或
4.2%，創2011年12月1日以來最大
單日升腷。
上周四晚，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

電話通話，通話沒有實質內容，重
要的是表明一種態度，釋放一種立
場信號。
具體的實際內容，需要接下來更

多的談判團隊經濟博弈才能達成結
果。當然，沒能達成任何成果也不
出奇。

然而，兩國領導人能通電話，表
示在隨後的G20峰會上有進一步深
入的溝通，這反映出中美關係暫時
緩和了。

資產估值已嚴重偏低
最近幾個月，市場被中美貿易摩

擦問題壓制着，金融市場對資產的
定價極為悲觀。正是兩國領導人能
通話這一積極信號，激發了市場樂
觀的預期。之前基於中美貿易摩擦
惡化假設而對資產的定價估值，因
而有所糾偏。
11月底舉行的G20峰會，市場將

聚焦於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會晤。若「習特會」未能緩和中美
貿易衝突的局勢，美國準備不遲於
12月初宣佈對價值2,570億美元中國
入口商品加徵關稅，亦即對所有入
口中國產品加徵關稅。
此舉勢對中國、美國的經濟不

利，並波及全球經濟，金融市場也

難以置身事外。

貿戰對美影響漸浮現
不過，美國對華商品加徵關稅，

對全球的負面影響已逐漸浮現。近
期多家企業公佈第三季業績及對第
四季的盈利預期，反映出因貿易戰
而來的中國及全球經濟放緩及生產
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將對企業盈
利構成壓力。
美股今年出現「黑色十月」，道

指一度由高位26,951點，下跌逾1
成，至24,122點，標普500指數更由
高位2,939點一度下挫11%至2,603
點，多少反映出貿易戰最終也不利
美國經濟持續增長。
中美元首通話的消息推動了資產

風險偏好上升，不論後續貿易談判
的結果如何，首先引致一輪風險資
產的反彈，特別是股市。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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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中美關係緩和 股市續反彈

在日益增長的需求和人口高齡化的挑戰下，近
年醫療服務質素和費用成為港人最關注的議題之
一，越來越多人更着重醫療保障，以享用便捷且
優質的私營醫療服務。
然而，隨着客戶對醫療保險的要求與日俱增，

保險計劃單單提供金錢保障並不足夠，必須輔以
嶄新而針對性的增值服務，才能照顧到客戶的不
同需要，因此造就了近日有一個全港首創的「特
選醫療網絡」出現。
遇上大病，普羅大眾都期望能聽取充裕的專業
醫療意見，從而對病情有更深了解，並可以有更
多元化的治療方案以供選擇。不過，對一般市民
而言，或許會比較缺乏醫療知識，不知道如何尋
找相關的專業意見。上文提及的特選醫療網絡，
其內的網絡醫生能為客戶提供專業診治以至第二
醫療意見。

500醫生已加入
該醫療網絡已獲5家私院推薦合共約500位醫
生加入，首批為超過100位養和醫療集團旗下醫
生，來自30個專科服務，可為不同的病患提供相
應的專業診斷。養和醫療集團的專科服務是目前

本港私營醫療界中最全面的，為病人提供周全服
務，服務涵蓋基層醫療至尖端醫療。
該醫療網絡除了匯聚頂尖醫生外，更簡化了複

雜的程序，大大提升了用戶的體驗。客戶只需向
醫療機構出示指定醫療卡及個人身份證明文件，
便可隨時預約網絡醫生，省卻了等候文件提交及
預先批核，只要在每年保障總限額內及屬醫療必
需的治療，便可使用診症和出院免找數服務，毋
須擔心醫療費用及煩心索償之瑣事，可以專心休
養。

免除公營醫療系統排長龍
目前，公營醫療體系已不勝負荷，相信市民對

私營醫療服務的趨勢相信將會有增無減，有見及
此，該特選醫療網絡將會加至現有或全新的醫療
保險及僱員福利計劃中，期望能讓更多客戶受
惠，可以享用私院優質的醫療服務之餘，亦可助
紓緩公營醫療系統的負擔以至對病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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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醫療網絡助尋專業意見

在一眾銀行中，花旗銀行近日頻頻出招。首先，該行為Citi Vi-
sa信用卡客戶推出交稅優惠。

由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首15,000位於推廣期內
成功登記的Citi Visa 信用卡客戶，如使用Citi Visa 信用卡於網上
繳交30,000港元或以上本年度之薪俸稅，再以手機付款累積簽賬
1,000港元以上或於任何商戶使用「Citi Pay with Points憑分消費」
抵消簽賬一次，可享高達500港元簽賬回贈。（詳見附表）

港元定存年息達2厘
另一方面，隨着本港正式步入加息周期，該行同時推出港元與人

民幣定存優惠。港元定存方面，合資格新客戶開立3個月港元定
存，年利率將高達2厘，起存金額為50,000港元。花旗其後補充，
花旗私人客戶或Citigold的合資格客戶，可享3個月定存年利率2厘
優惠；至於Citi Priority或Citibanking客戶則可享年利率1.9厘。此
外，現有客戶以10,000港元新資金開立3個月港元定存，年利率亦
高達1.7厘。優惠期由11月1日至11月30日。

大額人幣定存有6厘
至於人民幣定存優惠方面，客戶於花旗銀行以全新人民幣資金

（不包括於花旗銀行內的款項調動）開立定存戶口，3個月及6個
月定存年利率最高可達3厘，起存金額則為300,000元人民幣。花
旗指，若於該行以200,000港元等值或以上新資金兌換人民幣，並
開立1個月人民幣定存，年利率或高達6厘。需要注意的是，人民
幣定存優惠不適用於透過網上或流動電話理財開之定存。

大新銀行以全城最低息搶攻小額
稅貸。大新銀行上月底宣佈推出交
稅「快應錢」，最低年利率可達
1.38 厘 ， 適 用 於 10,000 元 至
100,000元的借貸額，還款期為12
個月，不過借款人需同時申請該行
的出糧戶口服務。大新銀行產品部
總經理及主管鄧子健早前表示，由
於資金成本上升，因此最低稅貸息
率較去年提升70點子，但利率仍
低於一眾同業。
另一方面，大新銀行客戶可隨時

透過智能手機以「e直通遙距申
請」交稅「快應錢」，最快一日即
可獲批貸款。此外，客戶如於推廣
期內（推廣期至今年 12 月 31
日），於該行戶口提取貸款及還
款，可享100元現金獎賞；如客戶
於網上成功申請，更可額外獲50
元現金獎賞。

綠色炸彈殺到

選好稅貸選好稅貸 荷包慳水荷包慳水

借稅貸前留意5重點 為了做一名精打細算的「打工仔」，在借稅貸前需留意以下重點：

1. 實際年利率
實際年利率(APR)的意思是將所有優
惠及手續費計算在內後的利率，反映
出借錢後需要付的實際支出。由於銀
行所提供的稅貸優惠通常附有不同條
件，例如設有申請貸款金額的限
制，所以各位決定借稅貸前，最
好先對不同銀行的APR作深入
了解。

2. 附帶條款
現時市面上不同銀行在宣傳低息稅貸優
惠時，通常都附有指定條款，並非所有
人都可以享受到最低利率優惠。例如最
低息稅貸優惠的貸款額通常有不少限
制。此外，各位「打工仔」亦要留意提
早還款是否需要支付罰息，以及是否需
要退還回贈優惠。

3. 自身信貸評級
眾所周知，銀行會先參考申請者的信貸
評級，再決定是否批出貸款。換言之，
銀行亦可能會根據你的信貸評級，去決
定是否給予客戶最低息優惠。如果你的

信貸評級不高，即使最終能借
到貸款，亦未必享受到低
息優惠。

5. 網上申請優惠
新客戶申請稅貸通常有優惠，而經由網

上申請，不論新客戶還
是現有客戶都會有額外
優惠，所以各位「打工
仔」不妨以網上申請，
攞盡銀行給予
的優惠！

銀行稅貸利率比併

銀行

大新

工銀亞洲

滙豐

花旗

東亞

富邦

中銀香港

信銀國際

■製表：記者 岑健樂

最低年利率
（%）

1.38

1.76

1.8

2.01

2.23

2.35

2.4

2.46

最低貸款金額
（港元）

1萬

100萬

150萬

100萬

100萬

80萬

100萬

150萬

其他特定條件

同時申請出糧戶口，上限10萬元

已持有信用卡等現有客戶或特選客戶

合資格客戶

指定理財客戶

全新客戶

特選客戶

指定理財的發薪戶、稅貸忠誠客或特選戶

指定理財戶

借小額
大新貸息1.38厘

花旗銀行交稅優惠
累積繳稅金額(元)

30,000元-$49,999元

50,000元-$99,999元

100,000元-199,999元

200,000元或以上

除繳交薪俸稅外，花旗客戶需於推廣期內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指定要求 :

1) 以手機付款累積簽賬1,000元或以上，或

2) 於任何商戶使用「Citi Pay with Points憑分消費」，抵消簽賬一次

可享簽賬回贈

基本回贈

於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
2月28日期間累積滿指定繳稅
金額

50元

100元

200元

300元

提早交稅享額外回贈

於2019年1月31日或之前
累積滿指定繳稅金額

-

-

額外50元

額外200元

例子如下：
累積繳稅金額 可享簽賬回贈

於2018年11月1日 於2019年2月1日
至2019年1月31日 至2月28日

例子一 200,000 0 300 + 200 = 500

例子二 0 200,000 300

例子三 100,000 100,000 300 + 50 = 350

製表：記者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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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還得到先好借
稅貸的用途不只是用作交稅。不少「打
工仔」以為稅貸只可以用來交稅，但事
實上部分「打工仔」會借稅貸作投資
用途，因為稅務貸款的利率，通常較
私人貸款低。不過現時市況持續波
動，而稅貸還款期較私人貸款短，所
以各位「打工仔」申請稅貸時，最重要
的還是量力而為，還得到先好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