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據生活B4

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4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責任編輯：梁麗芬

CallCall車車AppApp
大大 檢檢 閱閱

10月31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10
月官方PMI數據。製造業PMI為
49.3%，較上月下降0.5個百分點，
不及市場預期；雖然有假期因素擾
動，但數據仍表明實體經濟景氣度
不佳。
結合三季度工業生產、消費、投
資、外貿等核心經濟數據全面走
弱，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減、
前景不容樂觀。
在此情況下，今年四季度對經濟

形勢做好判斷並相應部署政策顯得
尤為重要。

企業中長期貸款回升
在當前經濟形勢複雜嚴峻的局面
下，逆周期政策有必要進一步寬
鬆。貨幣政策方面，「市場化降
息」的必要性逐步凸顯。在前期降
準的刺激下，近來企業中長期貸款
持續回升，基建、製造業的中長期
貸款增長較快，政策效果正在體

現。
不過，當前部門尤其民營和中小

微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仍然偏高、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阻塞，因此
穩增長和降成本仍需要價格型工具
的助力，比如「市場化降息」，即
通過調降MLF利率或加點的方式降
低LPR報價。

全球進入降息期
雖然近期通脹壓力明顯抬升，但

在經濟尚且不穩的情況下，下行風
險仍將是決策層關注的重點；同時
全球降息周期的開啟也給了內地貨
幣政策更多選擇。
財政政策方面，專項債提前發行

需加緊落地。前三季度全國累計新
增減稅降費達17,834億元，全年大
概率會超額完成20,000億的任務，
但如此力度依然難以對沖內需走
弱。
因此，在我們看來，隨着專項債

投向基建的比例不斷提升，可以考
慮在年內提前發行明年的專項債額
度，以推動基建投資、緩解經濟下
行壓力。

中美貿易談判影響大
綜上所述，短期內外不利因素難

有顯著改善、內地經濟仍將承壓。
在此情況下，貨幣和財政政策有必
要進一步寬鬆，可以考慮降息、提
前發行專項債等政策措施。
當然，中美貿易談判仍然是重中

之重，積極談判、力促協議的達成
仍是當前對外政策的首選。
我們認為，11月中美兩國有望簽

署第一階段協議，預期內地經濟將
會迎來短暫的緩衝；如果配合逆周
期政策的進一步放鬆，或為明年經
濟保持在增長6%以上打下堅實基
礎。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

建光博士

國家統計局上周四
公佈，10月份製造業
PMI降至 49.3，較 9
月回落 0.5 個百分

點，連續六個月處於收縮區間及降至八個月的低
位。從投資的角度看，內地經濟下行壓力未緩解，
已經充分被計入資產價格之中，這個因素對股市影
響不大，股市仍將維持震盪的走勢。後市的走向，
仍然主要取決於經濟本身內生的趨勢，以及政府的
逆周期調節力度。就政府的逆周期調節力度來說，
當下貨幣政策難以放鬆。
從政策層面看，央行強調貨幣政策須配合GDP

增速，中國經濟目前還是在合理區間，貨幣難以大
幅寬鬆。從經濟層面看，主要原因在於：

通脹勁 豬肉價加速跳升
1. 內地當前總需求回落以及經濟的下行壓力，

同時伴隨着結構性通脹。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物
價出現明顯的上漲，食品通脹壓力加大，其中豬肉
價格繼續上漲較為明顯。國慶節後，豬肉價格加速
跳升，同比增速已比9月平均加速30個百分點左
右，10月消費價格指數(CPI)明顯走高的可能性較

大。
2. 通脹預期一旦形成會自我強化。從生豬存欄

以及能繁母豬資料來看，未來豬肉價格存在繼續上
漲的壓力，並帶動CPI繼續上行。

LPR不再下調 難續鬆銀根
3.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不再下調，顯示貨

幣政策立場趨於審慎。10月21日，央行公佈10月
LPR 報價——1 年期（4.2%）和 5 年期以上
（4.85%）報價均持平於9月。這是央行在LPR改
革後第三次公佈LPR報價，下調幅度呈逐漸收窄
態勢。
4. 結構性去槓桿是經濟保持增長的長遠基礎。
總之，雖然9月CPI漲幅擴大主要是以豬肉為代
表的少數食品價格上漲因素帶來，但CPI 9月觸
「3」且10月呈加速上升態勢，可能抑制貨幣政策
的調節空間。當前LPR下調對引導實體經濟融資
成本下降效果不明顯，隨着核心通脹和生產價格指
數(PPI)加速下行，實際融資利率加速上升，抵押補
充貸款(PSL)重啟及央行票據互換(CBS)或成為央行
擴表的新趨勢。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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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由於香港的士
牌照採用終身制，令牌主沒有動機改善服務質
素。直至2014年，過江龍網約車公司Uber殺入
香港市場，令到出租車市場起了巨大變化，隨後
幾年陸續有不同網約車平台加入競爭行列，的士
已經失去出租車唯一選擇的地位。
在有比較之下，乘客發現Uber服務質素更
佳，乘客轉投Uber懷抱，頓時令到的士業界如
驚弓之鳥。不少網約車平台更出動銀彈攻擊，狂
燒錢作宣傳吸客。去年5月，Uber就向用戶提供
優惠，例如在指定時間和指定地區用車， 可享
每程20%乘車折扣，上限為25元；另外於指定
時間在機場及東涌乘搭Uber，可享有20%折
扣，上限則為50元。
而滴滴（DiDi）去年正式進軍香港期間，同時
狂燒錢吸客，曾推出100元車費優惠，只要用任
何國際信用卡在 DiDi App支付的士車資，就可
享每程最多100元車費減免，而一日就最多有兩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香港的士司機經常被批評「揀
客做」，過海不接、交更時間不接、太近不接等等，其中一個結
構性原因為的士牌照永久持有，牌照採用終身制，令牌主沒有動
機改善服務質素，而持牌人多數會出租予的士司機，為增加收入
不少司機均會「揀客做」。

擬引入600輛專營的士
就此，政府為為提升司機質素以及服務水平，建議透過公開招

標批出三個專營權引入600輛專營的士，每個專營權可同時營運
二百輛專營的士，收費較普通的士貴約五成，專營權為期5年，
截至今年4月底相關法例即將刊憲並於立法會首讀和二讀。
政府建議引入600輛專營的士，佔全港1.8萬多輛的士3%。收
費方面，專營的士的收費結構，即落旗、跳錶和其他收費，以及
調整機制都大致上與普通的士相同，收費水平則應較普通的士高
五成。至於專營的士服務標準較高，主要客路為消費力較高的乘
客。
不過，部分的士業界認為引入600輛專營的士，其餘的士會成
為「二等車」，而市民或未必能分辨專營的士和普通的士，造成
市場混亂。

總括來說
如要求有即時顯示車資功能可選擇

飛的和Uber，對於車輛有要求則非
Uber莫屬，因為Uber提供不同車種選
擇，配合不同需要；至於如想同時可
以在內地call 車，滴滴（DiDi）是首
選，另外如想乘車同時賺取更多優
惠，「85的神GOD TAXI」則可以賺
取TAXI MILES換優惠，提供合作商戶
購物折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日

常出行除了公共交通工具之外，「call

車App」相信是一個不錯選擇，香港

近幾年的「call車App」如雨後春筍，

無論是本地薑「飛的」、過江龍

「Uber」還是內地的滴滴（DiDi）均

大鬥法，乘客可按實質需要選擇不同

供應商的call車服務，今期《數據生

活》就比拚4大call車App」，助你輕

鬆出行路路暢通。

Uber可選高檔車型
2014年7月Uber登陸香港，根據其網頁顯示，

截至去年底全球有390萬名司機夥伴，在63個地
區、超過700個城市提供服務。Uber與其他叫車平
台有明顯分別， Uber的App內提供不同類型的車
輛，Uber Flash為配對最近上車位置的 UberX 或
的士司機夥伴，收費接近的士價格；UberX為乘客
提供經濟型的日常交通選擇，UberX的司機夥伴熟
悉香港的路面情況，收費與Uber Flash 相若；
Uber Black則為較高檔車型，車輛要求為10年內出
廠的豪華四門房車或大型7人車，收費也相對較
高，選擇哪款車型視乎乘客用車需要，通常往來機
場會較多人選擇Uber叫車因為較為舒適。付款方
式方面， Uber提供信用卡、Apple Pay、Google
Pay，同時也有即時顯示車資功能。此外，為保障
私隱安全， Uber最近加入保密技術匿名處理個人
資料，無論是乘客還是司機夥伴，通過 Uber App
內通訊模式溝通時，系統都會隱藏雙方的真實電話
號碼，提高私隱度。不過要留意的是，Uber目前
在香港的經營並未符合香港法例。

85的神GOD TAXI

可賺miles
「85的神GOD TAXI」在Android有
逾10萬次下載次數，其網頁顯示有逾3萬
名司機加盟，以及與大嶼山的士聯會獨家
合作，該App的特別功能是提供服務評
分，以評分派單制，評分較高的司機可以
較快速度接單，付款方式有現金、支付
寶，但要留意不是全部接單的司機都接受
支付寶，叫車時要留意。從 85 的神
GOD TAXI的介面來看，除了可以選擇
市區、新界或大嶼山的士外，乘客還可以
預先輸入行哪一條隧道，是否有多個下車
點、支付方法和可選擇5人車，另亦提供
特別選項，如預約的士時間等，切合乘客
不同叫車需要。此外，該App提供儲存過
往訂單記錄方便重用，叫車同時可賺取
TAXI MILES換優惠，提供合作商戶購
物9折等。不過，該App就沒有即時顯示
車資功能，不能預先知道大約車資。

飛的會顯示預計車資
另一個較多人使用的叫車App「飛的」

在Android有逾50萬次下載，其facebook
顯示有逾3萬名司機加盟，該App的介面
較為簡潔，輸入出發地和目的地後，就會
自動顯示預計車資，讓乘客有預算，另
外，基本功能為選擇市區、新界的士，預
先輸入行哪一條隧道，是否有多個下車
點，以及可選車種如方便輪椅上落的車種
等，叫車時可自訂額外支付的「貼士」增
加叫車成功率，惟的士只接受現金支付。

滴滴支援內地call車
內地網約車平台滴滴（DiDi） 去年2月將「快的Taxi」

App全面升級，成為「 DiDi」標誌着滴滴出行品牌正式進
軍香港。 DiDi在Android有逾百萬次下載，同時最大賣點
是支援內地call車服務，而且該App內置聊天功能，方便與
司機溝通。此外，輸入地址方面會顯示較詳細的選擇，如輸
入目的地是觀塘地鐵站，還提供地鐵出口作為下車點，惟不
足之處是沒有即時顯示車資功能。

本港4個 call車App比較

的士App

Android下載次數

加盟司機

提供支付方式

即時顯示車資

其他功能或優惠

註：資料以各大 call車App公佈為準 ■製表：記者殷考玲

85的神GOD
TAXI

逾10萬次

逾3萬名

現金、支付寶

沒有

儲存過往訂單記
錄方便重用、賺
取TAXI MILES換

優惠

飛的(Fly Taxi)

逾50萬次

逾3萬名

現金

有

可選擇車種如方便
輪椅上落的車種等

Uber

逾5億次

全球390萬名
司機夥伴

信用卡、Apple
Pay、Google

Pay

有

不同級數的車
款選擇、保密
技術匿名個人

資料

DiDi滴滴出行

逾100萬次

無資料

信用卡、WeChat
Pay、支付寶

沒有

App內置聊天功能，同
時支援內地call車服務

Call車App燒錢爭客 政府引入競爭提升的士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