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港元定期存款外，投資者可
吼美元定期存款，尤其是部分銀
行的超短期定存利息高達8厘，比
港元定存更為吸引。不過本周美
聯儲可能減息，到時銀行的美元
定存利率可能下調，因此大家需
及早行動。
中信銀行（國際）近日公佈，
即日起推出優惠，適用於信銀國
際現有及全新客戶，該行個人客
戶及透過該行將港幣兌換成美元
之資金，最低存款額1萬港元或等

值，一星期可享定存年利率
8.8%，2星期5.5%，1個月3.8%，
優惠期至另行通知。

富邦開戶可享優惠利率
較長年期的美元定存方面，由

即日起至12月31日，富邦銀行客
戶於該行以港元兌換美元，及同
時開立有關指定年期之定期存款
戶口，可享特惠定期存款年利
率，1個月為3.68%，3個月則為
2.9%。要注意，上述優惠適用於
存款金額介乎10萬港元或等值至
1,000萬港元或等值。
至於一年期美元定存，上海商

業銀行早前修訂推廣優惠，1年期
定期存款年息高見2.35厘，半年
亦有2.23厘，入場費為1萬美元的
全新資金或兌換資金。至於其他
銀行的美元定存年利率優惠，普
遍都有約2厘。

美元定存利率高達8%

隨着美聯儲本周可能將會減
息，再加上中美恢復貿易協商，
市場對中美貿易戰的憂慮略為紓
緩，令人民幣短期內大幅貶值的
概率降低，投資者在進行人民幣
定存時不用過度擔心「賺息蝕
價」的問題。
中銀香港為客戶推出人民幣定

存優惠：已選用「綜合理財服
務」的個人銀行客戶以兌換資金
等值港幣5萬元或以上開立7日或
1個月「特優人民幣定期存款」，
分別可享5.5厘及3.8厘特優年利
率。
另外，即日起至12月31日，富

邦銀行客戶經該行以港元兌換人
民幣，同時作1個月定存，可享

4.88厘定期存款年利率。以上優惠
的最低存款金額為10萬港元或等
值，總存款金額最高為1,000萬港
元或等值。
至於較長的一年期定存方面，不

同銀行的人民幣定存優惠普遍達2
厘以上，故在金融市況波動的情況
下，人民幣定存相信亦是一個風險
不高的投資選擇。

貿戰或紓緩 人幣定存風險降

■部分銀行的美元定存息率比港
元更為吸引。 資料圖片

■人幣大貶概率降低，人民幣定
存不用過度擔心「賺息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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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降準撐經濟 力度超預期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全方位健康管理方案抗糖尿及三高

本 月 6
日，中國
人民銀行

宣佈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如何理
解本次降準？
1）降準符合市場預期，但幅度超市場預期
9月4日，國常會明確了提出「貨幣政
策適時預調微調……及時運用普遍降準
和定向降準等政策工具」，市場對降準已
經有了一定的預期，但本次降準力度較
大，釋放資金較多，均略超預期。
2）降準的背後，是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
加大

隨着全球經濟的進一步下行，美國對
中國出口產品新徵關稅的負面影響逐步浮
現。8月份製造業PMI在上月反彈之後再
次轉為回落，已經連續4個月位於榮枯線
以下，短期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往後
看，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將進一步拖累經
濟下行。
降準屬於典型的逆周期調控工具，所

謂逆周期調控，簡而言之，是通過一些政
策工具和措施讓整個周期波動性平緩下
來，負面衝擊小一點。降準對經濟調控的

效果，尚待觀察。
3）對股市的影響中性
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運用普遍降準

和定向降準等政策工具，支援實體經濟發
展。6日人行公佈這一決定，屬於後續安
排的落實，在市場預期之內。
股市的走勢，部分將本次降準計入資產價
格，因此本次降準對市場的影響偏中性。
以往降準之後A股高開低走，原因主要

有兩個方面：一是降準往往意味着經濟下
行壓力加大；二是利好兌現造成市場的短
期拋售。
今次降準落地後，A股沒有明顯的高開

低走，反而上周上証綜指輕微上升1%。主
要是本次降準與以往有點不同，儘管市場
已經對降準進行了部分定價，但本次降準
預示着本輪貨幣政策邊際寬鬆正式啟動，
而且後續降息的預期依然存在。
再進一步講，流動性邊際改善，是近

期股市偏強的主要驅動因素，但目前來
說，經濟基本面依然偏弱，來自政策面對
流動性改善的驅動還不足以支撐股市趨勢
性上漲。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

（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炎炎夏日，很多人為了展示更美好的體
態，都會勤於運動和控制飲食以達目的。
其實，良好的飲食習慣和適量運動不僅是
追求理想身段，更是為了身體健康着想，
尤其近年二型糖尿病已成為日益普遍的都
市病之一，香港每十人便有一人是糖尿病
患者（https://www.info.gov.hk/gia/gen-
eral/201604/07/P201604070252.htm），
而「三高」患者（高血壓、高膽固醇、高
BMI）或有較高風險患上糖尿病（ https://
www.pco.gov.hk/tc_chi/resource/files/
primary_care_settings.pdf）。

制定針對性飲食運動方案
這些慢性疾病看似尋常普遍，但大家千
萬不要掉以輕心，因糖尿病及三高可引致
嚴重併發症，包括心臟病、腎衰竭或中風
等，甚至死亡。與此同時，醫療使費也不
容忽視，根據醫管局數據分析指出，糖尿
病患者每年的直接醫療支出可超過12萬港
元（Jiao FF, FF et al. Patient-Level Esti-
mates of Diabetic Complications on Di-
rect Medical Cost. Value in Health,
2014, 17: A340.）。假如缺乏醫療保障，

對患者而言可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幸而，隨着保險計劃的與時俱進，有

些保險公司已透過優化核保指引，令糖
尿病患及三高人士一樣可以獲得保障。
除了從經濟支援的層面出發，糖尿病高
危人士或患者同樣需要從健康管理方面
入手，才能有效預防和控制病情。
不過，普通市民一般不具備專業的醫療

知識，在缺乏指引和監察下也難以持之以
恒。有見及此，市場上已有些嶄新的危疾
及自願醫保靈活計劃，為合資格的受保人
提供結合飲食、運動及健康知識的管理計
劃，並監測其全年健康狀況，協助他們更
有效管理糖尿病及「三高」風險，重拾健
康體魄。
這個名為「JADER」的方案是由亞洲

糖尿病基金會設計及研發，結合疾病風
險和護理模式，以支援醫護團隊制定治
療方案，當完成評估後，約20%至50%
患者可減少患上重大疾病及住院的機會
（Chan JC et al. Designing a sustainable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rogram to en-
hance diabetes care and evaluating its im-
pact using an outcomes simulation mod-

el. Public Policy Research Funding
Scheme. 2017.）。
合資格的受保人在完成體重、血壓、化

驗、足部、眼部檢查及風險評估等身體檢
查後，專業的醫護團隊會整理一份健康報
告，並將報告交予專業人員制定相應的跟
進服務，例如由註冊營養師為被保人度身
訂做飲食餐單，以及由註冊健身教練提供
體能訓練建議等，並定期跟進及監測進
度。被保人在完成為期一年的管理計劃
後，更有機會獲得一筆過的保費回贈，相
信更有助推動他們積極改善健康。此外，
被保人更有機會參與一系列關注健康工作
坊及線上研討會，從中學習更多有關糖尿
病及三高健康管理的知識。
一份全面而合適的保險計劃不但可為糖尿

病及「三高」患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彈性，更
可在這場慢性疾病對抗戰役中給予有力的支
持，協助他們改善健康，享受更美好的人
生。

■AXA安盛首席人壽保險業務
及市場拓展總監 左偉豪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
條款及不保事項限制。

部分美元定存利率優惠一覽
銀行

信銀國際

富邦

上海商業

中信銀行

註：條款細則以銀行最新公佈為準

最高年利率

8.8%

5.5%

3.8%

3.68%

2.9%

2.35%

2.2%

存款期限

7天

14天

1個月

1個月

3個月

1年

1年

最低存款額

10,000港元等值

100,000港元等值

10,000美元

1,500美元

主要銀行部分最新港元定存息優惠
銀行

招商永隆

工銀亞洲

恒生

信銀國際

渣打

匯豐

中銀香港

註：條款細則以銀行最新公佈為準

最高年利率

5%

4.2%

4%

3.8%

2.5%

2.4%

2.1%

存款期限

1個月

3個月

7天

3個月

6個月

6個月

1年

最低存款額（元）

1萬

1,000

80萬

1萬

100萬

1萬

5萬

部分人民幣定存利率優惠一覽
銀行

中銀

富邦

交通銀行

中信銀行

渣打

星展

最高年利率

5.5%

3.8%

2.5%

4.88%

2.93%

2.75%

2.5%

2.15%

存款期限

7天

1個月

1年

1個月

9個月

1年

1年

1年

最低存款額

50,000港元等值

100,000港元等值

200,000人民幣

10,000人民幣

50,000港元等值

100,000港元等值

全球最大啤酒公司百威英博旗下
亞太子公司百威亞太，7月擱

置在港上市計劃，事隔兩個月後捲
土重來，已恢復在港交所（0388）
的上市申請。雖然今次集資額減半
至約390億港元，但若成功上市仍為
今年的新股集資王。重磅新股王將
臨，本港資金市場已經感受到壓
力，加上第三季季結臨近、虛擬銀
行殺到等因素影響，季尾「錢荒」
現象再現，港元1個月期的拆息再逼
近2厘。
同時，中美貿易戰持續令環球經
濟增長放緩，市場預期美聯儲本周
議息將再次減息。根據2007年的經
驗，當美聯儲進入減息周期，美國
或於1年後出現金融危機與經濟衰
退。在此大環境下，定期存款不失
為一種穩定保本的投資選擇，除了
港元存款息率吸引之外，如轉做其
他貨幣的定存，更有機會做到賺息
又賺價。

招商永隆年息5厘最高
先看港元定存，在季結臨近、拆

息回升的情況下，港匯由貼近7.85
的弱方兌換保證水平反彈。由於銀
根偏緊，部分銀行出招搶港元新資
金，不少港元定存年息以2厘起
跳，部分甚至高於美元定存息率。
不過，隨着季結完成以

及美聯儲進入減息周期，定存息率
有機會回落，因此投資者必須把握
時機。
在眾多銀行推出的定存優惠中，

以中小銀行出招吸錢最為落力，其
中以招商永隆銀行最為進取。該行
全新客戶若成功透過「一點通」手
機應用程式預約分行開戶，以及符
合指定要求，就可獲得1個月港元
定存年息5厘優惠，單以息率論屬
全港最高水平，而入場資金則介乎
1萬元至5萬元。

中小行推App優惠搶客
若鍾意較長時間的定存，亦有不

少選擇。為鼓勵潛在客戶使用此嶄
新金融科技，中信銀行（國際）現
時正推出優惠「搶客」，新客戶經
inMotion動感銀行進行3個月港元
定存，存款金額最少為1萬元、最
高為10萬元，年利率高達3.8厘。
半年期方面，渣打早前宣佈新推半
年期定存年息2.5厘，要求為全新
優先理財戶，存款金額100萬元起
跳。若已是該行現有客戶，存款要
求則增至新資金300萬元起跳。
另外，匯豐宣佈，因應市場利率

變動，上調各類戶口的3個月期及6
個月期存息（存款金額為1萬元起
跳），前者一致調升0.2厘，後者
一致調升0.3厘。其中戶口入場
門檻780萬元起的尚玉客戶6
個月期存息由2.1厘升至2.4
厘，3個月期存息由2.1厘
升至2.3厘。
不過亦要留意，由於息

口市場變化迅
速，定存利率
隨時或有變
更，最終條
款細則應以
銀行最新公
佈為準。

大型新股百威亞太重啟來港上市，加上第三季季結臨近等因素影響，本港再現

季尾「錢荒」，港元1個月期拆息逼近2厘，本地銀行近日又紛紛加息搶錢，不

少港元定存年息優惠以2厘起跳。在目前投資大市波動的情況下，今期《數據生

活》就介紹最新的港元、美元與人民幣定存的息口予好息一族作參考，以求穩袋

回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大型新股抽資 銀行季結資金緊

最新情報最新情報定存定存
好息族好息族大募集大募集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在中美貿易戰發展不明朗在中美貿易戰發展不明朗、、本港銀本港銀
行季結臨近行季結臨近、、虛擬銀行殺到下虛擬銀行殺到下，，多家多家
本地銀行加息搶錢本地銀行加息搶錢，，不少港元定存年不少港元定存年
息優惠以息優惠以22厘起跳厘起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