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精明
消費者在雙11宜盡量格價之餘，亦需
小心轉運收費陷阱，以免出現運費貴過
件貨，則隨時得不償失。而無論內地抑
或外國，亦陸續推出雙11優惠，消費
者瘋狂之餘，亦需小心選擇轉運
商，以免因為需求過大超出轉運商
負荷，因而出現嚴重延遲送貨或不
見貨的情形。

香水或不能轉寄香港
雖然不少電商已經陸續提供直送
香港服務，不過部分產品因品牌限制
而無法寄送香港，或遇上定價上調等情
況，屆時亦需要使用轉運，然而需留意

一點是，部分產品在大部分的轉運商都
視之為違禁品，如香水等，不能轉寄香
港，只能銷毀或退回商家，屆時很有可
能再產生額外收費。

運費要平最好「又小又精」
在海外購物要便宜之餘，最好是
「又小又精」，因為大部分轉運商
都是以體積或重量作為計算運費標
準；而人在香港，很多時無法預知包
裝大小，加上部分零售商提供極度精
美的包裝，箱中大部分都是以空氣居
多，則很容易陷入「收費陷阱」，最好
選擇能夠提供重新包裝服務的轉運商，
以免收到驚人的收費賬單。

小心轉運收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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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資世界中，有不同的資產增
值工具，其入場門檻、潛在回報、
投資期及風險程度亦有差別。對很
多人來說，保險是一項較長期的投
資，其靈活性較低，而且資產增值
的效果相對高風險產品明顯。不
過，現時的分紅壽險保單其實已突
破傳統框架，在提供人壽保障之
餘，亦提升了財富增值的潛力，為
客戶爭取長遠的穩健回報，更在不
同方面加強了靈活性。
以回報而言，分紅壽險一般會提

供現金價值及終期紅利，保證現金
價值於保單期滿或保單退保時可獲
支付。至於終期紅利，有些計劃可
早至保單生效三年後就會派發。日
後只要透過每年宣派之紅利，受保
人就可以實現財富增值。
與此同時，現時有些嶄新的分紅
壽險為了增加保單的靈活性，讓保
單持有人申請行使終期紅利鎖定選
擇權，穩握市場良機。在指定的保

單周年日開始，在毋須保單退保的
情況下，保單持有人可申請轉移終
期紅利最新價值之某指定百分比，
該鎖定金額將由終期紅利中扣除，
並會轉移至終期紅利鎖定戶口，以
便隨時提取，以應付人生不同階段
的財務需要。
以受保人 Ivan為例，他今年35

歲，雖然是一名教師，收入穩定，
但作為家中妻女的主要經濟支柱，
加上每月需償還支付樓宇供款按
揭，他期望有足夠的儲備及充裕的
保障，以免一旦發生事故，會令妻
女生活無以為繼。於是，Ivan投保
了一份基本保額50萬美元的分紅壽
險保單，保費繳付年期為18年，期
望兼享人壽保障及實現財富累積，
安心守護家人。
當Ivan踏入65歲退休之齡後，先

後行使了三次終期紅利鎖定選擇
權，提取現金暢遊列國、支持女兒
的婚禮開支及應付家庭生活開支費

用等，盡情安享銀髮生活。於75
歲，Ivan不幸身故，作為指定受益
人的妻子可以一筆過方式收取身故
保險賠償，以應付日後的生活開
支。

行使紅利鎖定不減保額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保單持有

人行使終期紅利鎖定選擇權後，相
關保單年度的終期紅利及其後在其
他保單年度宣佈派發的終期紅利，
應會因此而相應地減少，但基本保
額將維持不變。
分紅壽險保單作為一項長遠的儲

蓄工具，可讓投保人按部就班地在
短期內完成供款，隨後等待財富穩
步增值，為自己及家人締造一個安
逸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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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展望股市的走
勢，更多地取決於中
國「逆周期調控」的
政策強度，重點在於

是否減息及其力度。如果刺激政策較強，那麼市場
將走強，如果刺激政策溫和，那麼在經濟基本面偏
弱，來自政策面對流動性改善的驅動還不足以支持
股市趨勢性上漲。

導向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11月5日上午，人民銀行在對沖到期量續作時，
宣佈下調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從3.3%下
調至3.25%，下調幅度為5個基點。
MLF於2014年9月由中國人民銀行創設，是中

央銀行提供中期基礎貨幣的貨幣政策工具，對象為
符合宏觀審慎管理要求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
可通過招標方式開展。MLF利率發揮中期政策利
率的作用，通過調節金融機構中期融資的成本來對
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和市場預期產生影響，引導
其向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實體經濟部門提供低成本
資金，促進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央行此次意外下調MLF利率，最直接相關的原

因是10月的PMI指數繼續放緩，且明顯低於市場
預期。

避免釋出過度寬鬆信號
這說明，實體經濟的下行壓力，可能比市場想像

的更大。但下調的幅度僅為5個基點，又說明當下
經濟仍然面臨較大的物價上漲壓力，央行並未完全
忽略物價上漲的因素，而作力度輕微的「放鬆」，
反映出當前階段央行仍極力避免釋放過度寬鬆信
號，本次MLF利率小幅下調不應理解為貨幣政策
將進一步大幅寬鬆。後續貨幣政策的放鬆空間，依
然受制於通脹預期的走向。
因此，下調MLF短期來說，對股市的影響只是
中性，因為接下來股市的走向，還要看基本面下行
的情況和物價上漲壓力的發展趨勢。
從目前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方法可以看到，宏觀

調控政策在中長期發揮作用，主要着力於從供給端
入手，這與之前從需求端進行短期的大規模刺激顯
著不同。此輪「逆周期調控」政策，中國擬通過深
化改革優化存量結構進行。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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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MLF利率小降 寬鬆空間仍受制通脹分紅壽險助財富增值

要數外國雙11優惠，自然少不免Am-
azon、 eBay、Target、Walmart 等

美國大型電商，雖然黑五一直都是每年
美國消費者最為之瘋狂的購物日之一，
部分商家甚至透露當日營業額幾乎佔全
年營業額的二成，不過宣傳總不嫌多，
隨着近年淘寶雙11聲勢浩大，不少外國
商家近年亦陸續加入雙11優惠，以爭取
更多消費者注意。而Amazon、eBay在釋
出消費者最期待的黑五海報、預覽減價
產品前，部分產品已率先迎合雙11減價
促銷，甚至低於3折。

事先了解心儀品牌出處
如果閣下在雙十一，選擇轉戰外國購
物網站，相信各大奢侈品牌都是首選搜
羅的產品之一。因為物品售價較高昂，
如果部分商家提供一定程度折扣，相信
已經可節省不少。同時建議最好事先了
解心儀品牌的出處，當地定價一般會低

於香港，如大部分奢侈品都是歐洲定價
最平，若果能配合退稅優惠，隨時新季
產品到手價亦只是香港定價的6折。
如果歐洲是以奢侈品取勝，對電子產

品及運動類用品比較有興趣的男士，或
需留意美國的電商，部分商家甚至會為
熱門產品提供折扣，如一向價錢較「硬
淨」的Apple類產品，最新推出的Air-
pods 2及Airpods 3，當地定價一向比香
港便宜，相信屆時更會有一個較佳折
扣。而傳統熱門的運動品牌如Nike、Pu-
ma等，部分電商以往都曾劈價50%，屆
時則需拚手速。

化妝品劈價空間更大
至於毛利一向較高的美妝類產品，在

這些消費節日可以劈價的空間更大，動
輒可以提供6折優惠，甚至惠顧滿一定金
額可以送贈一大堆護膚或化妝品，如剛
來港開實體店的Sephora，在美國或英國

網站售賣的產品種類更齊全，除了有折
扣亦多送一大堆試用裝。另外，近期在
亞洲區大賣廣告的NET A PORTER，其
英國網站除了可以直送香港，大部分產
品更可以直接退稅，以美妝類作比較，
退稅後價錢比起香港一般便宜一成以
上。
若仍三心兩意，亦可以考慮主攻百貨

類的電商，其中美國數大百貨公司，包
括 Macy's、 Lord & Taylor、 Nord-
strom、 Bergdorf Goodman、 Saks Fifth
Avenue、Barneys New York等，由化妝
品、服飾、袋到生活百貨等皆有，部分
甚至提供直送香港服務，不過網站提供
匯率一般較差，仍建議用轉運比較划
算。
而港人近年十分熟悉的英國百貨公司

Selfridges，今年亦首次推出雙11優惠，
當中指定美妝類產品有8折，而且自動退
稅。

劈價劈價++退稅退稅 歐名牌化妝品隨時平歐名牌化妝品隨時平44成成

淘寶「雙11」購物日，每年銷售額都幾何級數上升，外國商家自然

不放過「藉口消費」商機，因此越來越多電商加入，趕在黑五（11月

29日）前夕加推雙11優惠搶馬雲的客，甚至被外界形容是「小黑

五」。今期《數據生活》就介紹外國版的雙11折扣，由精品時尚至旅

遊酒店，全部一應俱全，若果夠精明眼，隨時以低於半價入手心儀產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外國電商雙11優惠碼一覽
電商/網店

百貨公司
Macy's
Harvey Nichols

美妝類
Sephora美國
Nordstrom
Macy's

運動類
Reebok美國

潮流時尚
TESSABIT

24S

Farfetch

Mytheresa

THE OUTNET
Luisaviaroma
NET A PORTER UK
Gmarket

電子產品、日常雜貨
Amazon.com
Costco
Rakuten

旅遊

海航

Booking.com
Hotels.com

物流
4PX

折扣力度

7折、美妝8.5折
8.9折

8至9折
美妝8.5折
美妝8.5折

正價7折、折扣額外5折

指定貨品6折

7至7.8折

滿150美金有7.8折
滿1,000美金減200美金
2,000美金減500美金
7.8折
7折
新品7.8折
視乎產品

視乎產品
視乎產品
視乎產品

指定國家往返中國城市有
優惠
全球酒店6折起
指定地區酒店4折起

新會員減首重運費

優惠碼

FRIEND

HNSINGLESDAY11

HOLIDAYSAVE

無需優惠碼
FRIEND

FAM

VIP40TS

SINGLEMOON22（滿
200美金有7.8折）
22OFF

SINGLES11

SINGLES500

SINGLES22

SD11

SINGLES22

無需優惠碼(奇G狂歡節)

無需優惠碼
無需優惠碼
指定頁面、無需優惠碼

無需優惠碼

無需優惠碼
LOVE1111

無需優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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