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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歷史悠久，擁有超過110年
的豐富金融經驗，交通銀行香港

在香港扎根85年，坐擁龐大的內地分
行和香港網點覆蓋，跨境服務由香港
通達至全中國。交通銀行香港能為企
業及個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跨境財富管理服務。在
企業銀行方面，公司客戶無論跨越內地或香港，均
可專享全面及專業的企業聯動方案，尤其是資金周
轉及融資方面。

多元化「企業金融」跨境銀行服務
企業客戶享受具彈性融資方案

交通銀行香港聯合內地分行為內地及香港企業提
供多元化跨境服務。交通銀行內地230多個城市逾
3,000間網點可協助香港企業掌握內地最新融資市場
消息，為內地客戶引入低成本資金。香港客戶透過
境外擔保，為境內關聯公司獲得融資，貸款年期可
匹配資金用途所需，迎合短、中或長期貸款需要。
交通銀行香港提供全方位跨境貿易結算及供應鏈融
資服務，使企業資金運用更快更順暢，有效轉移收
付資金風險。同時，客戶可以利用境外財資產品套
保，加強管理外匯及利率風險。
內地客戶可通過外債形式在交通銀行香港取得融資，

以享受境外市場更具彈性的融資方案。交通銀行香港專
門研究大灣區及「走出去」國家優惠政策，通過併
購貸款、海外銀團或雙邊貸款等方式，為客戶提供
度身訂造跨境金融方案，更與交通銀行旗下公司合
作為擬於香港上市客戶提供全方位首次公開招股一

條龍服務，包括過橋貸款、介紹投資人入股、收款
銀行服務、新股融資及派息服務等。交通銀行香港
即將推出跨境資金池管理服務及企業跨境物業抵押
業務，協助內地及香港客戶管理及運用資金，盤活
客戶集團境內外資產。
至於個人客戶方面，交通銀行香港「通達理財服
務」及私人銀行客戶只要開立內地交通銀行賬戶，
即使身在內地任何一間分行，均可專享以下一系列
的貴賓理財服務。

簡單在港跨境開立內地銀行賬戶
交通銀行香港「通達理財服務」及私人銀行客戶
只需於香港指定的14個網點辦理見證手續，便能開
立內地交通銀行賬戶，是香港少數推出個人跨境雙
向見證開戶服務的銀行。客戶毋須親身前往內地，
即可通過香港網點見證簽署有關開戶文件，開立內
地交通銀行（深圳或廣州）的太平洋個人借記卡賬
戶，即可全國通行，全面體現交通銀行「一個交行，
一個客戶」的服務理念。

手機網銀跨境轉賬快捷穩妥
開立跨境見證賬戶後，交通銀行香港客戶通過綁

定內地借記卡賬號，可隨時隨地透過流動電話銀行

或網上銀行查詢內地及香港的賬戶餘額及交易紀
錄，賬目清晰一目了然。
此外，客戶透過交通銀行香港流動電話銀行或網

上銀行可靈活調配日常跨境資金，轉賬至交通銀行
內地分行的同名儲蓄賬戶，毋須填寫交通銀行內地
分行賬戶的匯款資料，即可在網上辦理轉賬。轉賬
美元或港元，最快可即時到賬；轉賬人民幣最快亦
可即日抵賬。有關匯款詳情可瀏覽交通銀行香港網
頁。

為客戶提供貼心的「最後一里」服務
隨着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整體發展策略，以及港
珠澳大橋和高鐵於去年相繼開通之後，一小時生活
圈模式已經成功落實，而內地不少地方已推行無現
金支付方式。
交通銀行香港超越傳統銀行服務既有框架，為客
戶提供貼心的「最後一里」服務，一次過為客戶梳
理跨境消費或生活必須解決的繁瑣問題。客戶經理
會了解客戶的需要，協助客戶安裝手機銀行或切合
客戶所需的交通、飲食及消費手機應用程式（App）
等，將內地交通銀行賬戶綁定至內地電子錢包，並
直接於人民幣賬戶扣賬，讓客戶以一部手機就可通
行全國。

「通‧全國 享‧價值」交通銀行香港跨境理財服務
企業客戶專享全面及專業的企業聯動方案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及交通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以上兩間在香港的銀行

機構簡稱為交通銀行香港）一直

堅持創新的經營理念，在交通銀行

《財富共創‧價值共享》的品

牌核心理念及支持下，不斷通

過業務及技術創新，為香港有

跨境理財需要的客戶及香港市

民大眾，提供更多的金融產

品、更好的客戶體驗、更優質

的服務，讓客戶享受創新科技

帶來的嶄新價值。

移動支付便利客戶消費
跨境生活消費及交易是大勢所趨，交通銀行香港

致力打通內地及香港支付市場，並成為「雲閃付」
跨境支付服務的首批銀行之一。
交通銀行銀聯雙幣信用卡設有港幣及人民幣賬

戶，方便客戶於香港或海外消費以港幣結算，於
內地消費以人民幣結算，為卡戶省卻人民幣匯率
波動的差價及海外簽賬手續費，並讓客戶尊享遍
及內地及香港各地的消費理財新體驗。客戶只需
下載「雲閃付」App並綁定交通銀行銀聯雙幣信用
卡，即可以二維碼方式進行付款，享受「一次下
載，跨境通用」的移動支付體驗，盡情消費。

「房達通」配合客戶資金融通需求
隨着香港居民在內地投資日益增長，配合客戶資

金融通需求，交通銀行香港推出「房達通」跨境物
業抵押貸款服務。交通銀行香港為少數接受內地物
業作為抵押品的銀行，並向香港居民提供跨境物業
抵押貸款的服務。「房達通」服務可接受深圳、廣
州及中山指定房地產作抵押，有關利率及申請要
求，可向指定網點查詢。
交通銀行香港為全面配合香港企業及個人客戶對

銀行服務的需求，勇於創新不斷求進，致力推動金
融科技發展，打造智慧型銀行，讓身處內地或香港
的客戶享受通達全國的跨境財富管理服務及貼心服
務帶來的全新價值。

冬季流感高峰 首現兒童死亡
無接種流感疫苗無外遊 兩歲童染甲型流感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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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署昨日公
佈港鐵沙中線紅
磡站擴建工程月
台層板及連續牆
檢測的最新結

果，再多3支鋼筋不達標，其
中一個螺絲頭扭入螺絲帽的長
度僅19.28毫米，遠少於37毫
米的標準。路政署至今已公佈
121支鋼筋的檢測結果，累計
有 42 支不達標，佔總數約
34.7%。路政署並發現一條疑
似止水帶在混凝土內，詳情有
待查證。
沙中線紅磡站自去年12月

10日開始鑿牆，檢驗鋼筋螺絲
頭扭入螺絲帽情況。根據螺絲
帽生產商資料，正確安裝螺絲
頭的準則為螺絲頭最多外露兩
個扭紋，以及扭入螺絲帽的長
度至少需有40毫米，因測試
容許的量度差距為3毫米，故

扭入螺絲帽的長度少於37毫
米，會被視作不達標。
根據路政署昨日公佈5支鋼

筋的檢測結果，發現有3支不
達標，其中在南北走廊C3區
月台層板近西面連續牆頂部的
一支鋼筋，扭入螺絲帽的長度
僅19.28毫米，與37毫米的標
準相差逾17毫米，有一兩個
扭紋外露。
另一支同於南北走廊C3區

月台層板近西面連續牆頂部的
鋼筋，以及一支於南北走廊香
港體育館區月台層板近西面連
續牆頂部的鋼筋，扭入螺絲帽
長度分別為36.28毫米及36.84
毫米，均未達標。
路政署又指，於南北走廊C1

區月台層板近西面連續牆頂
部，發現一條疑似止水帶在混
凝土內，詳情有待進一步查
證。■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沙中線紅磡站擴建工程調查委員會聆
訊進入最後階段，政府、港鐵、總承建
商禮頓代表律師昨日開始分別作出結束
聆訊陳詞。政府指，港鐵未能管理好沙
中線項目，斥禮頓否認施工不足，是傲
慢、無責任感的表現。港鐵表示，報告
的螺絲帽數目出錯，相信是基於項目管
理問題，並非想誤導政府。調查委員會
主席夏正民在各方作出結束聆訊陳詞前

強調，委員會只會考慮聆訊上提出的證供，不
會在傳媒報道中取證。
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許偉強率先結案陳
詞，他表示，政府為沙中線花費80億元公帑給
予港鐵，公眾是沙中線的最終使用者，政府和
公眾都有權期望港鐵以專業、有效方法管理項
目，以及符合合約上的責任，但港鐵未能就項
目管理提供所需的技能及管理，又指港鐵的問
題及不足之處，包括無跟隨監督的要求、無即

時記錄監察結果，以及即使出現剪鋼筋及不合
格工程，仍無適當採取防禦措施等。

禮頓不認錯 被指無責任感
許偉強亦嚴厲批評總承建商禮頓，指禮頓即

使面對清楚的證據，仍否認有不足之處，政府
感到驚訝，指出禮頓忽略符合法例要求的重要
性，並多次指質量監督計劃不涵蓋螺絲帽，是
無責任感、企業傲慢，無真誠協助委員會調
查。
許偉強又質疑港鐵和禮頓，不應只憑螺絲帽

供應商人和科技的拉力測試，就將扭入的圈數
標準降低，認為這是「搬龍門」和改合約。
他又批評港鐵和禮頓發現剪鋼筋之後，製造後

補記錄，誤導和混淆事實，令政府無法查核。

港鐵：報告出錯非存心誤導
代表港鐵的英國御用大律師Philip Boulding

表示，在去年6月提交政府的報告中螺絲帽數
目出錯，並非想誤導政府，解釋當時因承受時
間上的壓力，相信數目出錯是基於項目管理問
題，港鐵事後已澄清及作出改善。
他又指各方委聘的結構工程師專家亦簽署聯

合陳述書，指出項目雖然有螺絲帽組裝出現問
題，但無影響結構安全，而東西月台層板底層
的鋼筋在結構上無關重要，無負荷問題，港鐵
對結構安全有信心。

禮頓：中科指控無中生有
而代表禮頓的資深大律師石永泰結案時就

指，禮頓接納有個別剪鋼筋的事發生，但對於
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指控禮頓是有系
統、有計劃剪鋼筋，是無中生有、與證據互相
矛盾。
調查委員會今日會繼續聆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感染流感其後死亡的男童因持續發
燒及抽搐，在本月20日清晨到

天水圍醫院急症室求醫，其後轉送屯
門醫院兒科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
院方有向男童處方特敏福、抗生素
及抗抽筋藥治療，男童需要儀器協助
呼吸，磁力共振顯示出現急性壞死性
腦炎，男童情況持續轉差，至昨晚7
時離世。
屯門醫院發言人表示，據男童家人
表示，男童到公立醫院求診前，曾向
私家醫生求診，確診甲型流感，獲處
方特敏福。男童並無接種今季流感疫
苗，潛伏期內亦無外遊。

發言人又說，院方向男童家屬致以
深切慰問，有關個案已呈報衛生防護
中心跟進。

冬季至今奪逾百人命
衛生署昨日公佈，踏入冬季流感高

峰期以來，共錄得222宗嚴重流感個
案，全部感染甲型流感，當中有102
人死亡，主要是長者。
18歲以下兒童，由月初至前日，錄

得16宗流感相關嚴重併發症個案。
至於院舍學校爆發流感個案，上星

期共錄得211宗，涉及979人，當中有
156宗是在幼稚園或幼兒中心爆發。

沙田小學爆疫 正接受監察
另外，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表

示，正調查位於沙田一所小學爆發的
甲型流感個案，個案涉及學童共12男
12女，年齡介乎6歲至8歲。他們自1
月11日起先後出現發燒、咳嗽和喉嚨
痛等病徵。全部人均已求醫，其中一
名學生需入院接受治療，經治療後已
出院。所有病人現時情況穩定。
一名受影響學童的鼻咽分泌樣本經

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H1）病毒
呈陽性反應。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巡察該校，並

建議所需感染控制措施，預防呼吸道
感染。該校正接受醫學監察。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為防止

流感或其他呼吸道傳染病的爆發，學
童如出現發熱，不論是否有呼吸道感
染病徵，都不應回校上課。他們應求
診及避免上學，直至退燒後四十八小
時。學校亦應正確地量度和記錄學生
體溫。
衛生防護中心亦提醒學校，按照

「預防傳染病指引」執行預防和控制
措施，以及處理爆發個案。如有爆發
個案，應呈報衛生防護中心適時跟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一名兩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

後死亡，是今次冬季流感高峰

期首次出現兒童死亡個案。衛

生署公佈，踏入冬季流感高峰

期至前日，共錄得222宗嚴重

流感個案，當中有 102 人死

亡，主要是長者。

政府斥禮頓傲慢 批港鐵管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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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兩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後死亡，是今次冬季流感高峰期首
次出現兒童死亡個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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