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亞銀行信用咭優惠（附表3）

每月累積簽賬金額
2,000至4,999元

5,000至7,999元

8,000元或以上

獎賞
25元星巴克現金禮券

100元美心禮餅券

200元COVA現金禮券

每月獎賞名額
30,000

5,000

3,000

花旗銀行信用咭購物優惠（附表1）

於豐澤門市及eShop
單一淨額簽賬額
3,000-5,999元

6,000-6,999元

7,000-9,999元

10,000元或以上

每筆交易可獲之
簽賬回贈額

150元

300元

400元

500元

豐澤門市專享
流動電話付款額外回贈額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大新信用咭與衛訊合作優惠（附表2）

現金回贈優惠
單一合資格簽賬

3,000至7,499元

7,500元或以上

Apple Pay 額外現金回贈優惠
衛訊單一Apple Pay合資格簽賬

3,000至7,499元

7,500元或以上

現金回贈

150元

350元

Apple Pay額外現金回贈

30元

100元

其中，花旗銀行由即日起至2月
28日，首35,000位成功登記之

指定Citi信用咭客戶憑Citi信用咭於
豐澤購物，可獲高達5%簽賬回贈，
每次交易最高回贈額為500元。此
外，Citi 信用咭客戶使用 Apple
Pay、Google Pay或 Samsung Pay
等流動電話付款與簽賬，可享額外
50元回贈（詳見附表1）。

匯豐可賺12%獎賞錢
匯豐銀行方面，匯豐信用咭客
戶由即日起至2月28日，憑咭於
香港萬寧累積合資格簽賬滿1,000
元，可享合共高達額外12%「獎
賞錢」回贈：其中，星期一至日
可享額外5%「獎賞錢」回贈；星
期五至日可享額外3%，即共額外
8%「獎賞錢」回贈。此外，以
Apple Pay、 Samsung Pay 或
Google Pay等流動電話付款可再
享額外4%「獎賞錢」回贈。而簽
賬滿500元可於匯豐Reward＋參
加有獎遊戲，賺取高達800元「獎
賞錢」，更可以此繳付任何簽
賬。

渣打最高享15%折扣
此外，由即日起至2月28日，
匯豐信用咭客戶憑咭於百老匯簽
賬可享以下優惠：首先，累積合
資格簽賬滿5,000元，可享高達額
外6%「獎賞錢」回贈。至於以
Apple Pay、 Samsung Pay 或
Google Pay等流動電話付款可再
享額外2%，即合共高達額外8%
「獎賞錢」回

贈。
渣打銀行方面，渣打信用咭客

戶由即日起至2月28日，憑渣打
／MANHATTAN信用咭於屈臣氏
分店或電子商店簽賬滿500元或以
上，可享25元即減折扣及50元現
金回贈，折扣率最高可達15%。
此外，新登記Apple Pay用戶更可
享額外50元現金回贈。
星展銀行方面，由即日起至2月

28日，DBS信用咭客戶只要登記
成為Pricerite（實惠）網上商店會
員並於推廣期內以DBS信用咭購
物，輸入優惠碼（優惠碼DBSHK
與你的DBS信用咭號碼首6位數
字，如DBSHK123456），可享正
價及減價貨品九折。
大新銀行推出以下優惠：即日

起至2月28日，首10,000名成功
登記的合資格客戶憑大新信用咭
於衛訊作合資格簽賬，可享高達
450元現金回贈，包括350元現金
回贈及100元Apple Pay額外現金
回贈（詳見附表2）。

東亞簽賬贈200元禮券
至於東亞銀行方面，由即日起

至2月28日，東亞信用咭客戶成
功登記及累積簽賬滿指定金額，
即可享高達200元禮券（詳見附表
3）。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合資格
交易只限星期一至五於本地食
肆、零售或網上單一簽賬滿500元
的交易，而每人每月最多可獲贈
禮券1張，及於推廣期內最多可獲
贈禮券2張。

農曆新年將至，市民少不了購買各式賀年糕點
作自用或送禮。需要注意的是，市民若提早在網
上使用信用咭購買，可享不少折扣優惠，部分更
送贈額外禮品。以下為部分信用咭購買賀年食品
的優惠（下列優惠以銀行的最新公佈為準）。
匯豐銀行方面，即日起至1月30日，憑匯豐信

用咭選購香港美心、翠園及東海堂指定賀年食品
可於所有門市享有七折優惠；至於星期五、六及
日則可於所有門市享有額外九五折優惠。
渣打銀行方面，渣打信用咭客戶由即日起至2月

4日，憑渣打／MANHATTAN信用咭於奇華餅家
購買指定奇華賀年糕品或精選禮盒，分別尊享八折
與七九折的優惠。此外，購買任何奇華產品滿500
元或以上，即可獲贈雞蛋卷禮盒（牛油／椰蓉／咖
啡／海苔／薑汁／黑芝麻味）乙盒（此優惠不可與
奇華賀年糕品或精選禮盒優惠同時使用）。

中銀：榮華食品最低六折
此外，由即日起至2月2日，憑中銀信用咭或

中銀咭購買香港榮華的賀年食品，即可享低至六
折的優惠。而由即日起至2月2日，憑中銀雙幣
信用咭或中銀咭透過銀聯手機閃付（包括Apple
Pay），購買任何香港榮華臘味年貨滿350元，
即可免費獲贈香港榮華單個裝金磚酥一個（標準
價16元）。
大新銀行方面，由即日起年2月2日，憑大新

銀行信用咭於海都酒家、東海酒家、東海薈及東
海薈．拉斐特購買賀年糕點，即可享七
二折。由即日起至2月4日，於
許留山各分店購買賀年糕點
及禮券可享額外九五
折，賀年糕點包括：
鴻運年糕、金牌瑤柱
蘿蔔糕、千絲芋頭
糕、楊枝金糕及
草莓金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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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信用咭客戶於屈臣氏簽賬滿
500元，可享即減折扣及現金回
贈。 資料圖片

還有半個月左右就到農曆新年還有半個月左右就到農曆新年，，華華

人視春節為最重要的節日人視春節為最重要的節日，，為迎接新春為迎接新春，，除了辦除了辦

年貨外年貨外，，少不免都會為家中的傢具電器少不免都會為家中的傢具電器「「送舊迎送舊迎

新新」，」，令消費額大增令消費額大增。。事實上事實上，，不少銀行信用咭與商戶都不少銀行信用咭與商戶都

會於新春期間合作推出不同優惠會於新春期間合作推出不同優惠，，因此大家不妨善用本因此大家不妨善用本

期期《《數據生活數據生活》》所介紹的部分優惠所介紹的部分優惠，，做個精明的消費做個精明的消費

者者（（優惠以銀行的最新公佈為準優惠以銀行的最新公佈為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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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匯豐信用咭選購香港美心指定賀年食品
可於門市享有七折優惠。 資料圖片

■市民若提早在網上以信用咭購
買賀年糕點可享折扣優惠，部分
更送贈額外禮品。 資料圖片

■不少市民都會為家中辦年貨迎接新
春，精明的消費者都會留意銀行的信用
咭優惠，務求慳到盡。 資料圖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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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人民幣升值言之過早特朗普施壓美聯儲會否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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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普漲，人民幣匯率漲幅最快，背
離了經濟基本面，顯示出良好的預
期。1月11日美元兌人民幣突破6.8
元阻力位，一周漲幅1.7%，創2005
年匯改以來最大單周升幅。人民幣
兌美元的匯率走勢，真的反轉了
嗎？
匯率的形成機制，可以從兩個方

向去思考，分別是利率平價和購買
力平價：利率平價理論認為兩個國
家利率的差額相等於遠期兌換率及
現貨兌換率之間的差額；而購買力
平價是根據各國不同的價格水準計
算出來的貨幣之間的等值系數。

中美利差持續收窄
在這兩個方向上，均難以對近

日的人民幣匯率走勢作合理解
釋。一方面，經濟基本面通過國
際收支從根本上在長期決定着一
國貨幣匯率的走勢，然而目前中
國經濟的基本面，並沒有出現顯
著向上的拐點。另一方面，從利
率平價來說，為了應對經濟下行
壓力，中國央行目前實行偏鬆的
貨幣政策，而美國聯儲局的貨幣
政策仍然體現在加息路徑和縮表
上。中美利差（兩國十年期國債
收益率之差）在不斷收窄，反映
出人民幣升值並無堅實的基礎。

貿易談判左右匯率
總體上，人民幣匯率走勢取決於

美元走勢，這與世界大多數國家類
似。2018年美元走強，美國貨幣政
策收緊，全球美元回流使包括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對美元的貶
值。其次，相對於美元指數變化的

中美貿易談判、央行貨幣政策等等
也同樣影響匯率走勢。
最近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顯著升

值，均與中美貿易摩擦的進展關係
密切。例如，2019年1月9日，中
美開啟新一輪經貿磋商後人民幣匯
率連日暴漲，三天升值超過1.5%。
相似的情形可參考2018年12月3日
的阿根廷G20會議後，人民幣兌美
元單日暴漲逾1%。
從中美貿易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匯

率的持續貶值，會很大程度上抵消美
國此前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進口關稅，
並不利於解決貿易衝突。對中國來
說，如果要貿易談判達成一致，讓人
民幣升值，也就順理成章。
總之，從中美兩國的經濟基本面

和貨幣政策面看，人民幣從此開啟
升值之路尚言之過早。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目前來看，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美聯儲施加的壓
力是隻紙老虎。特朗普經常在推特上批評美聯儲
的加息舉措，並多次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不
滿。這些指責沒有好處，但至少是擺在了明處。
鮑威爾立場堅定。他之前重申，美聯儲在進行

利率決策時不會考慮政治因素。12月美聯儲將聯
邦基金利率區間上調至2.25%至2.5%，並預計
2019年將再加息2次。但鮑威爾和美聯儲其他官員
本月立場趨向鴿派，因擔心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美聯儲曾多次受總統施壓
現代的美聯儲基本獨立，但其歷史上曾多次面

臨總統高壓。1951年的低利率和高通脹時期，
時任總統杜魯門邀請美聯儲利率決策委員會前往
白宮，之後發佈聲明稱，美聯儲支持他關於維持
低借款利率的觀點。
前美聯儲主席Marriner Eccles當時擔任美聯儲
理事，他發佈了會議記錄來反駁杜魯門。這衝突
促成了《財政部與聯邦儲備系統協議》，該協議
將政府債務管理和貨幣政策職責分離開來。

特朗普或安插鴿派人士
特朗普的公開批評讓這種內部矛盾暴露出來。其

他美國總統都是在私底下提要求。前美聯儲主席沃
克爾在回憶錄中記述了1984年在白宮與時任總統里
根及其幕僚長James Baker的一次會面。Baker說，
里根要求沃克爾不要在下次大選前加息。
時間拉回當下，特朗普仍有可能在私底下向鮑

威爾施壓──儘管雙方尚未舉行會談，也沒有相
關計劃。特朗普還有可能在共有7人的美聯儲理
事中安插鴿派人士。本月早些時候，前美聯儲經
濟學家梁奈利（Nellie Liang）已經退出理事考
慮名單，留出一個理事席位空缺。至於另一個理
事空缺，因為國會換屆的關係，特朗普若仍屬意
古德弗蘭德（Marvin Goodfriend），則必須重
新提名，但特朗普也有可能會改變主意。
現任的5位理事都堅定維護美聯儲的獨立性。

鮑威爾也曾在國會爭取政治支持。不過或許在幕
後，仍有發生政治鬥爭的空間。

■路透熱點透視專欄作家Gina Ch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