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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
監會主席郭樹清將近4分鐘的採
訪，在新聞聯播佔這麼長時間並不
多見。在央視記者採訪中，大概提
到金融經濟及匯市問題，郭樹清表
示，近期人民幣快速貶值原因就一
個：美國單方面宣佈加徵關稅。長
期來看，經濟基本面不可能持續貶
值，投機做空人民幣必然遭受巨大
損失。
短期而言，由於不確定性較高，

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人民幣匯率波
動。長期來看，經濟基本面是匯率
波動的核心因素。就中美經濟基本
面方面看，當前中美差距縮小較為
確定，支撐人民幣匯率。中國經濟

增長度過快速下降期開始企穩，美
國經濟走弱跡象較為明顯，中美經
濟收斂趨勢確定，這是人民幣保持
穩定的積極因素。

美國經濟數據遜預期
先看美國，一直被視為熊市最重

要指標的美國國債孳息率，日前出
現2007年 7月以來最大的倒掛情
況。市場普遍關注外部因素對美國
經濟的影響，然而問題其實出自內
部。
公佈資料顯示，美國內需正在加

速放緩，尤其是5月PMI大降令市
場擔憂。4月成屋銷售環比-0.4%不
及預期的+ 2.7%，新屋銷售環
比-6.9%不及預期的-2.5%；核心耐
用品訂單環比零增長，不及預期
的+0.1%。另外，5月Markit製造

業PMI指數從上月的52.6降低至
50.6，距離50這一榮枯線也只有
一步之遙，新訂單跳水是重要原
因。

人行未需「大水漫灌」
今年首季中國經濟增長超預期，

雖然近期經濟再度面臨下行壓力，
但內地持續支援實體部門融資環境
改善，財政政策結構性擴張着力擴
大居民購買力、支撐內地消費需
求，改善企業盈利前景，中長期經
濟增長仍有韌性。人行發佈今年首
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示貨幣政
策在總量上保持定力，不搞「大水
漫灌」，結構上持續支援民營小微
企業融資。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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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到本地大型書店，最為人熟悉有商務印
書館、三聯書店及中華書局等，該些連鎖

書店均為聯合出版集團成員，如果進入個別書店
的網上訂書網站，舉例三聯書店之三聯網，網內
會建議如需購買圖書可連結到超閱網（http://
www.superbookcity.com/）選購。超閱網可以說
是本地幾家大型連鎖書店的綜合購書網站，於
2013年投入服務，平台提供近百萬本紙本書及
數以千計電子書，書量持續增長，為讀者提供一
站式購書服務。

超閱網夥拍本地薑實體店
超閱網主張網上書店與實體書店相結合，讀者
只要在網上挑選圖書、購買，後台的物流系統將
貨品配送至香港區內或海外，而香港區內的三聯
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近50家門市可任
選一間免費取貨。
如需要付運，本地郵寄首件運費30元，其後

每件額外6元。如寄澳門和台灣，首件運費分別
為33元和58元，其後每件額外運費則分別為7
元、17元。郵寄地區還覆蓋內地、亞洲大部分地
區如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以及澳洲和美
國等，付款方式則接受MASTER或VISA卡。
收件時間方面，到門市自取需約2至6個工作

天，郵寄本地(非偏遠地區)則需2至3個工作天。
付運內地、澳門和台灣則需1至3個工作天。不
過，需要留意門市只會保留貨物7天，7天後貨物
將退回超閱網，並額外再保留7天。如一直未聯
絡該網取貨，訂單將自動取消。

誠品聯手OK便利店交收
誠品書店一直是港人到台灣旅遊必逛書店，追
捧其濃厚文藝氣息、藏書量豐富和店內環境舒
適。至2012年，誠品更落戶香港開設首間海外
分店，牽起文青熱潮，帶來深夜逛書店文化。從
台灣誠品（http://www.eslite.com/）訂書送來香
港，已不局限在香港門市取貨，可以選擇於近
300間香港OK便利店取貨。
收費方面，1至2本約50元，3至4本約75元，
寄到港澳需時估計4個工作天，支援VISA、
MASTER、JCB及銀聯卡付款。不過，在OK便
利店取貨要留意，單筆訂單商品數量超過10件或
金額超過約750元，就無法提供服務，主因便利
店有取件包裹的大小與重量限制。另外，如需退
貨，消費者需自行負擔寄回郵資。

博客來下單最快翌日到
另一受港人歡迎的網絡書店博客來（https://
www.books.com.tw/），2014年進軍香港，主攻
7-Eleven便利店取貨，以送貨速度取勝。博客來
作為華文地區最大網絡書店，提供150萬冊中外
圖書雜誌，標榜今日中午前訂、明日下午取。以
平日中午12時前結賬為例，最快可於隔日下午6
時後於全港指定7-11便利店取貨，運費為1至2
本約52.5元，3至4本約75元，可VISA、MAS-
TER、JCB及銀聯卡付款。
此外，除7-11便利店取貨外，博客來近年亦新

增香港順豐站或智能櫃取件。不過，在博客來訂
書要留意，如送貨日子遇上周末、公眾假期到貨
日期會自動順延。
總括來說，讀者如想節省運費，可選擇到超閱
網訂書並在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近
50家本港門市免費自取。如想訂海外圖書又想快
到達，博客來是不錯選擇。另外，追求藏書量和
圖書種類豐富的讀者，誠品應有不少心水書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香
港一直被視為「文化沙漠」其實不無
道理，從去年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借閱
量排行榜中看到，成人中文非小說類
書籍頭10位全是旅遊書，有9本是有
「閃令令書」之稱的《東京食買玩終
極天書》、《京阪神達人天書》等日
本旅遊書，另外 1 本則是《澳洲
王》。話港人喜歡外遊，似乎乃不爭
事實。
不過值得安慰是，去年借閱量最高

10本的成人中文小說類書籍，第1、
2位分別為《射鵰英雄傳》、《神鵰
俠侶》，皆是已故武俠小說作家金庸
的通俗小說，第3位則是愛情小說作
家亦舒的作品《森莎拉》。

金庸亦舒瓜分小說天下
金庸的小說作品在香港公共圖書館

可謂遍地開花，截至去年11月，全
港公共圖書館藏有金庸作品多達4.5
萬項，每間圖書館均有金庸武俠小

說，去年首11個月借閱多達19.8萬
次。事實上，排行榜的其他排名亦被
金庸、亦舒的作品瓜分，前者小說
《天龍八部》、《鹿鼎記》及《笑傲
江湖》分佔第5、9及10位；後者作
品《新女孩》、《珍瓏》、《不一樣
的口紅》和《阿波羅的神壇》 則據
第4及6至8位。
英文書籍方面，受歡迎書籍有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及《The Great Gatsby》

等。

兒童也愛看《紅樓夢》
與成人圖書相比，去年兒童中文小

說類書籍借閱排行榜，類型較為豐
富，《西遊記》、《三國演義》及
《水滸傳》等名著位列三甲，連深奧
難懂的《紅樓夢》也排第8位，《愛
麗絲夢遊仙境》及《小王子》也進入
十大，看來香港小朋友閱讀範疇也很
廣泛。

港人借書排行榜 日本旅遊書「十居其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除
網絡書店是出版商兵家必爭之地
外，電子書近年亦大行其道，優點
是免卻實體書攜帶方便，只要從網
上便可以下載書籍。Amazon設計的
電子閱讀器Kindle相信是最多人使
用的電子書工具，最近Kindle開始
提供繁體中文輸入法， Amazon就乘
勝追擊，於本月底設立繁體中文書
的Kindle電子書店，首批上架書數
超過2萬本。

Kindle推出繁體中文書
Kindle電子書店首輪上架繁中電

子書有倪匡、瓊瑤及白先勇等著名

作家的經典之作，同時也有大量定
價經濟的中國古典名著、金庸武俠
小說，以及熱門翻譯小說如東野圭
吾《假面飯店》及HBO劇集《權力
遊戲》原著小說《冰與火之歌》
等，選擇可謂多元化。
外國電子閱讀器有Kindle，在內
地擁有大量網絡作品的閱文集團
（0772），也即將推出電子閱讀器
「口袋閱」，相信是想與Kindle爭
天下。口袋閱可以隨時隨地下載和
閱讀網絡文學書籍，以及收看閱文
集團的正版文學書。其獨特之處是
同時支援流動電話SIM卡和4G全網
通，是市面上的電子閱讀器較為少

見的功能。

閱文擁730萬創作者
此外，「口袋閱」還有聽書功

能，重量比普通閱讀器輕三分之
一、是普通閱讀器二分之一的體
積，能夠讓用戶隨時揣進口袋，攜
帶方便。以用家來看，口袋閱有一
定吸引力，因為閱文集團旗下囊括
QQ閱讀、起點中文網等業界知名品
牌，擁有上千萬部作品儲備、730萬
名創作者，覆蓋200多種內容品類，
成功推出《鬼吹燈》、《盜墓筆
記》、《琅琊榜》、《擇天記》等
大量改編作品。

閱文爭Kindle電子閱讀市場

隨着大灣區經濟不斷發展，越來越多港人及內
地來港人士因工作或各種需要不時穿梭兩地，甚至
長居內地。政府資料，截至2017年底，大灣區人
口已有7,000萬人，單是累計在廣東省逗留六個月
及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約54萬人。一個地區
的人口規模越龐大，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越高。
根據港大深圳醫院國際醫療中心資料，去年該
中心門診及急症使用人數超過4.5萬人，同比增長
約三成半，至於港澳台及外籍人士每月住院病人
佔比約一成。
雖然很多港人及內地來港人士都明智投保符合
自己需要的醫療保險，然而，香港與內地的醫療
體制存有一定分別。即使已投保的客戶，於內地
求診時一般亦需要先自行付費或只獲免按金，甚
至要帶備預先批核的文件，這對求診的患者可說
是費時失事。此外，假如未能即時調配到充裕資
金或得到所需文件，隨時有機會延誤病情或錯過
治療的黃金時間。
政府早前鼓勵香港私營醫療服務機構和專業團

體等拓展服務至大灣區。事實上，本港保險業界
已有機構率先將醫療網絡擴展至香港大學深圳醫
院，範圍涵蓋體檢、門診及住院服務。客戶只需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作簡單預
先批核，於入院時出示醫療卡即可享診症及免找
數服務。

免找數擴至港大深圳醫院
除此之外，機構亦可轉介客戶至護士或醫療專

家跟進，甚至為患上危疾客戶安排醫療專家尋求
第二醫療意見，確保客戶隨時隨地都可得到方
便、簡單、適切的治療相關支援服務。
未來越來越多人要頻繁來往「9+2」各個城
市，有穩健及可信賴的保險醫療服務，市民就可
以安心穿梭各地，為生活添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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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直被視為「文化沙漠」，看書

習慣也不是一朝一夕可培養出來，但隨

着海外大型書店落戶香港，如2012年

台灣誠品落戶香港開設首間海外分店，

2014年台灣人氣網絡書店博客來進軍

香港，網絡書店日趨興盛，為港帶來一

股新文化氣息。今期《數據生活》為大

家分析三大人氣網絡書店，從藏書量、

訂書方法以及到貨時間，助你最快、最

方便訂購到心頭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項目

付款方式 MASTER或VISA卡 VISA、MASTER、JCB及銀聯卡 VISA、MASTER、JCB及銀聯卡

收貨時間 2至6個工作天 估計4個工作天 平日中午12時前結賬

最快隔日下午6時後取

運費 本地郵寄首件30元， 1至2本約50元， 1至2本約52.5元，

其後每件額外6元 3至4本約75元 3至4本約75元

自取方法 需指定門市取貨， 近300間香港OK便利店取貨 全港指定7-11便利店

運費全免

限制 門市保留貨物7天 如需退貨需自行負擔寄回郵資 周末、公眾假期到貨日期

會自動順延

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投機人民幣必遭大損失灣區醫保刻不容緩

網網網
絡絡絡

店店店
資料來源：各書店，

以官網為準。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閱文集團的「口袋閱」，功能猶如一
部手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