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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盡飛行里數用盡飛行里數

過完農曆新年，打工仔們又開始默默研究請假攻略。港人鍾意

「周圍飛」，刷信用卡賺取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里數換機票，

更是一大樂趣。相信大家在賺里數的時候必然「機關算盡」，其實

Asia Miles的兌換更大有講究，尤其去年6月改制後，「隱藏功能」

中途停留（stopover）就可以用20,000里數飛三次，先去大阪看櫻

花，再中途去台北，走轉101兼去夜市玩多幾日再返港！里數越多

玩法越多，真正做到「數盡其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時機很重要，每個
航班可兌換座位原本
就有限，假期、旺季更
是捉襟見肘。最為普通的
標準賞兌換機票獎勵，可
於353日前開始選位，即若
想今年4月中去日本賞櫻，去
年4月末就要提前訂好機票。

打英語熱線更快捷
網上有經驗人士稱，最快訂位方法

是撥打官方客服熱線，且要在凌晨用

英語頻道撥打最為快捷，白天工作時
間需較長等待。為提高效率，可以先
在官網查詢所鍾意的時間內是否仍有
位，沒有座位則需等待候補機位。

提防排隊候補機位
此外，亞洲萬里通和國泰官網都可

以進行兌換，若只需往返機票則能直
接點擊操作；中轉或中停依舊需電話
出票。最不幸的是排隊候補機位，一
般客服都會表示等待回覆。結果最難
估計，全靠運氣，有人等待幾日就有

空位，也有網友稱臨
出發前幾日才被告知無
位，只能自費巨額機
票。所以是否願意等待候
補機位，需慎重考慮。
官網系統除可以查詢兌換

國泰和港龍航空外，英國航
空、芬蘭航空、伊比利亞航
空、澳洲航空、卡塔爾航空、阿
拉斯加航空，日本航空、斯里蘭卡
航空和皇家約旦航空為改制後新增
選擇公司。

① 20000里數玩轉日台

在中美貿易談
判取得初步進展
及美國加息預期

明顯降溫的背景下，市場不斷上調人民幣匯率預
測。自去年11月起，人民幣兌美元開始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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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的邊際緩
解有助於降低人民幣貶值預期，主要是考慮到在
貿易條件惡化的情況下對沖關稅上調。
去年11月開始，隨着中美兩大貿易國表現出共
同尋求貿易摩擦緩和解決方案的意向，人民幣貶值
壓力明顯下降。過去3個月，市場對中美貿易談判
結果的預期變得更加積極，從之前預期2,500億美
元的中國對美出口被加徵25%關稅，以及其餘所
有對美出口均可能被加徵關稅，變為目前預期將維
持現狀，即首批5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被加徵
25%關稅，第二批2,000億美元的出口僅被加徵
10%關稅，而其餘出口將不被加徵關稅。
另一方面，中美利差近日再次走擴也對人民幣

的需求提供有效支撐，從技術層面部分消除人民
幣貶值壓力。

中美利差再度走擴
美國聯儲局1月31日舉行2019年第一次議息

會議。聯儲局稱，將「更耐心地評估未來政策
走向」，且在會議聲明中刪除「繼續漸進式加
息」措辭，並表示「保持充足的儲備資產，在
需要的時候會動用包括資產負債表在內的所有
政策」。這表明聯儲局2019年可能暫停加息，
同時放緩縮表計劃。兩者都指向美聯儲超預期
的「鴿派」信號。隨着美國加息預期開始降
溫，中美利差再次走擴。
不過值得注意是，總體上，人民幣匯率走勢取

決於美元走勢。中國央行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目前已通過降準等方式，實行偏鬆貨幣政策，只
是囿於對再度加槓桿繼續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擔
憂，一直未動用強烈寬鬆的基礎利率工具。而聯
儲局雖然可能暫停加息和放緩縮表，但收緊的貨
幣政策趨勢沒變，中美利差仍然長期存在，人民
幣大幅升值並無堅實基礎。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去年亞洲萬里通改制，部分航段商務艙和頭等艙的里數兌換大幅增加，熱
門航段經濟艙卻變得更為「便宜」，一下成為窮人福音。以往需要

30,000里數換到港人最愛的日韓往返經濟艙，現在只需20,000里數就可以兌換
東京、大阪、北海道、首爾及釜山等地的往返經濟艙機票。其他熱門東南亞航
線如新加坡、吉隆坡、峇里等城市的來回經濟艙同樣用20,000里數就能兌換。

善用stopover多玩一轉
最蝕的單程兌換也降低門檻，如台北單程經濟艙從10,000里數降至7,500
里數。對於里程不多的人而言，換一程台北不再是難事。若櫻花季想去日
本卻又肉疼機票，就可以用里數換張單程機票，再買一張廉航機票，如
此一來也能省下一小筆花銷。
你以為儲夠里數、兌換機票、繳完稅費就算完事？亞洲萬里通的飛

行獎勵不止如此！官網明確表示，單程飛行獎勵的同一旅程可包含最
多2個航段，並僅限1次中途停留或1次轉機。來回飛行獎勵也顯
示，同一旅程可包含最多4個航段，包括最少1次中途停留，回程
與去程分別可包括最多2個航段，允許以始發點或折返點作最多1
次缺口行程。
規則複雜繁瑣不說，有心水清的讀者若想自由組合行程，只
需記住每2,750英里對應每10,000里數可兌換的單程經濟艙機
票。舉例而言，香港到大阪單程需10,000里數，但所對應的
飛行距離僅1,540英里，剩下的1,210英里完全浪費，台北
到香港僅502英里，作為中停地點十分
合理。
簡而言之，用
10,000里數以
換到前往
日本或韓
國的單程
機票，再
以 10,000 里
數在回程時中停
台灣，一次用20,000里
數玩到兩個城市！若想用盡2,750英
里，就能兌換更遠一些的北海道札幌
（2,131英里）和中停台北（502英里）
的機票。

30000里程行勻日泰
更有大膽的網友親自試驗，理想狀
態下，可用30,000里程，換到日本
往返和泰國往返的機票。即是以
10,000里數換取香港前往曼谷；
再以10,000里數換取曼谷前往
大阪，其中以香港作停留；剩
下10,000里數再兌換大阪回
港的機票。如果是擁有較多
里程，且在假期足夠多的
情況下，完全可以用
70,000里數，玩到北歐
加上日本的組合，用
盡2,750英里，再多
點想像力，就能用
辛苦攢下的里程，
去到更多地方。

CIO視點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聯儲鷹派減退 有利新興市場

僅僅在兩個月前，數間央行因美元
升值而不得不加息來保衛本國貨幣，
即使有關經濟體無需實施貨幣緊縮。
目前，聯儲局的鷹派取態既已緩和，
以致美國在今年哪怕是加息一次亦不
再可視作必然，有關壓力已告消退。
此外，油價的急劇升勢在去年首三季
逆轉正使通脹降溫，令貨幣政策當局
可採取更為寬鬆的立場。

泰國寬鬆貨幣「仍屬適當」
在此背景下，繼在去年12月作出七
年以來的首次加息後，泰國央行在2
月6日將其基準利率（一日債券回購
利率）維持在1.75%不變。泰銖兌美
元在1月升逾4%，進一步降低通脹壓
力，但亦對這個依賴出口的國家的增
長潛力構成不利。泰國央行正式宣
佈，寬鬆貨幣政策「在未來一段時間
內將仍屬適當」。誠然，消費物價通
脹率跌至截至 1 月 18 個月以來的

0.3%，始終低於央行的目標區間。

印尼發佈利好經濟數據
另外，東南亞的最大經濟體印尼發

佈利好經濟數據。去年，鑑於投資者
對當地以美元計值的巨額債務表示關
注，印尼央行被迫加息六次以阻止貨
幣貶值。故此，日前發佈的GDP數
據令人喜出望外。去年第四季GDP
升5.18%，較預期為佳；去年全年數
字則升5.17%，達到六年高位。政府
實施的能源價格上限及財政刺激措施
均助益強健的消費開支，從而抵消利
率上升的負面影響。投資及出口亦發
揮正面作用，分別按年增長6.01%及
4.33%。因此，印尼盾兌美元成功重
返去年6月至今的最高水平。
其他利好消息方面，投資者日漸

確信中美貿易爭議終能取得突破。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將於2月27至28日在越南會晤。

隨即可達成協定的盼望也許是一廂
情願，但雙方達成妥協的意慾的確
有所增加。

留意國企私企回報作用
但較長遠而言，值得注意是，中國

不再是昔日那個純粹出口導向型的國
家。出口佔GDP份額已從2006年的
36%跌至2018年的19%，這是過去5
年至6年間發生的較廣泛結構性變
遷。
過往在2013年佔貸款總額35%的

國有企業，目前佔貸款額達83%，將
私營部門擠向邊緣。隨着更多貸款從
私營部門獲重新分配至公營部門，投
資國企與投資私人公司之間的回報差
距可能會因而在中國GDP增長的逐
漸放緩中發揮作用，而與相當波動的
出口界別並無關連。
■德意志銀行新興市場首席投資總監

兼新興市場WD主管Tuan Huynh

目的地 距離 單程兌換 實際可用 目的地 距離 單程兌換 實際可用
(英里) 里數 距離(英里) (英里) 里數 距離(英里)

台北 502 7,500 2,062 札幌 2,131 10,000 2,750
上海 779 10,000 2,750 馬爾代夫 2,977 22,000 6,050
曼谷 1,050 10,000 2,750 悉尼 4,581 22,000 6,050
首爾 1,285 10,000 2,750 羅馬 5,778 30,000 8,250
布吉 1,425 10,000 2,750 倫敦 5,995 30,000 8,250
大阪 1,539 10,000 2,750 洛杉磯 7,260 30,000 8,250
東京 1,842 10,000 2,750 紐約 8,072 42,000 11,550

部分城市對應香港部分城市對應香港距離和里程距離和里程

點換機票點換機票
省時有效率省時有效率？？

兌兌 換換 機機 票票 實實 例例

1

2
3

1

2

3

4

曼谷

香港

大阪

大阪

台北
香港

■■標準賞兌換機票獎勵可於標準賞兌換機票獎勵可於353353日前開始入手日前開始入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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