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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資產市場風高浪急，不

少朋友資產或暫時「笮住」，如

果此刻手上流動現金不夠，又突

然急需一筆現金周轉，但又不想

開口問朋友借，或可考慮暫時應

急的私人貸款。今期《數據生

活》將介紹不同銀行私人貸款，

若有需要可作參考，到底如何借

才可以享受到最低息優惠、借私

人貸款注意事項等，不過當然要

切記「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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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水周轉借私貸

比較8間銀行的私人貸款計劃，當
中最低實際年利率只1.8%。不過

需留意，最低實際年利率並不等同申請
人最終獲批實際年利率，而不少銀行通
常以最低實際年利率、最低每月平息作
招徠，但實情是貸款人必須符合指定要
求，才可享受到這些最低實際年利率，
而不同貸款額、還款期、申請人財務狀
況等都可能會影響最終獲批貸款結果，
有意者不妨事前多詢問幾間銀行作比
較。

星展借100萬
實際年利率1.8%

而表列8間銀行中，星展定額私人貸
款最低實際年利率1.8%，是以借100
萬、每月平息0.02%、還款期36個月計
算。而該行定額私人貸款實際年利率
1.8%至8.29%，還款期由12個月至60
個月，貸款額最高為月薪20倍或200萬
元。若以借100萬、還款期36個月、每
月平息0.02%計，不計任何雜費，全期
利息支出約7,200元。
至於主打普惠金融的虛銀，暫時已開
業的5間虛銀，只有天星銀行及眾安銀
行有提供貸款產品，不過兩間銀行的私
人貸款實際年利率最低分別見1.85%及
1.86%，相對稍低於其他傳統銀行的私
人貸款。而兩間銀行都有提供貸款優惠
吸客，其中天星新推貸款優惠，只要申
請人提供本地持牌金融機構一年內發出
之貸款提取證明，而相關實際年利率比
天星所批核的為低，則可享實際年利率
88折，不過折後實際年利率下限為
1.85%。

眾安貸款遲歸還
利率是本金4%

眾安早前已推出「10 萬元 Free
Cash」貸款優惠，一直以零息、零手續
費的「Free Cash」作招徠。計劃下，
該行客戶若成功申請10萬元或以下貸
款，並在3個月內全數清還，將全數回
贈所有已付利息及費用，變相是零息、
零手續費獲得3個月限期的流動資金。
不過，由於優惠設有不同條件限制，如
需指定期內準時還款、以及需於第3期
還款日前1天或更早提前還清等，申請
人貸款前務必細心留意每項款項、及切
記需準時還款以免被罰款，其中逾期還
款利率將是逾期還款中本金的4%，同
時加收逾期還款手續費300元。

借私貸 三大要點需留神 疫情打擊經濟 破產急增13%
雖然在疫情打擊經濟下，不少市民生

活或只「掹車邊」，對於一些聲稱「極低
息」的貸款廣告難免心郁郁，不過借私人
貸款亦有一定風險，申請時最好留意以下
注意事項！

循環貸款利息高過分期
坊間提供私人貸款種類繁多，當中以

分期貸款及循環貸款最常見。其中分期貸
款屬於無抵押貸款，貸款人需定時定額還
款，如要提前還清欠款，大多需要支付罰
息；至於循環貸款則較為彈性，並無固定
還款期及還款額，銀行大多會預先批出一
筆貸款限額，供申請人在有需要時提取，
並可自由決定還款期及金額，如果提早還
款亦不會罰息，但需留意循環貸款利息通
常會高過分期貸款。
而申請人亦需要留意私人貸款，除了

要支付利息，當中或尚要支出不少額外費

用，如最常見的是手續費，一般手續費會
在正式批出貸款前扣除。同時分期貸款若
要提早還款，大部分都需額外支付還款費
用，這些細節都要在貸款前了解清楚。

影響按揭貸款壓力測試
舉例，如果日後要申請按揭，而本身

有私人貸款在身，都會影響壓力測試，若
屆時無法通過壓測，銀行大多要求申請人
先還清私人貸款，否則可能會出現批不足
貸款額情況。
對於貸款廣告中最常見的是「每月平

息」、「實際年利率」等字眼，如果申請
人想更清楚了解整體借貸開支，應參考實
際年利率，因為私人貸款的實際年利率是
銀行根據香港《銀行營運守則》中有關最
優惠利率的指引計算出來，當中包括貸款
的利息及所有額外開支，能更實際地反映
借貸時的所有成本。

生活總有不測之風雲，普通市民都
可能有貸款需求，不過必須切記「還
得到先好借」，以免貸款斷供下帶來
後患無窮的後果，輕則影響個人信貸
記錄，隨時影響日後再向銀行貸款的
利率及批核情況、甚至樓宇按揭等，
重則甚至破產，屆時破產人的衣食住
行、教育、醫療、強積金供款等開支
都隨時受影響。

財務騙案急升逾倍
而在今年疫情打擊經濟下，破產管

理署最新公布，今年首8個月合共錄
得5,940宗提交破產呈請書，按年增
加13.2%。而參考去年有關破產人概
況等統計數字，發現大部分破產原因
為失業及超支，分別佔 43.91%及
26.97%，其他原因包括過度信貸、賭
博、管理不善、現金流不足等，因此

奉喻有意貸款者必須衡量個人財務狀
況，及避免借貸作高風險投資，隨時
一失足成千古恨。
除了一些個人問題，亦有小部分人

破產主因為欺詐。參考警方早前表
示，今年上半年接獲278宗財務中介
騙案，較去年同期上升157%，而騙
案總是千奇百怪，其中警方上周搗破
低息貸款騙案，騙徒聲稱可提供10萬
至60萬元的低息或免息貸款，不過就
要到「辦事處」進行需收費的信貸評
估，逾百人被騙去共逾220萬元。
其實坊間不同金融機構都會提供不

同貸款計劃，視乎貸款人個人信貸狀
況、貸款需求，這些貸款實際年利率
可以有極大差距。而如果真的有借錢
周轉需要，第一步自然需要嚴選「信
得過」的銀行或金融機構，切忌「貪
小便宜」，誤信一些低息貸款騙局。

各大銀行私人貸款比較

銀行

星展定額私人貸款

天星私人貸款

眾安私人貸款

渣打「分期貸款」

大新分期「快應錢」

花旗特快現金

恒生「易得錢」私人分
期貸款

滙豐分期「萬應錢」

■製表：記者 馬翠媚

最低實際
年利率

1.8%

1.85%

1.86%

1.98%

1.98%

2.01%

2.68%

2.92%

券商最高
貸款額

月薪20倍或
200萬元

月薪12倍或
100萬元

月薪12倍或
100萬元

月薪18倍或
200萬元

月薪10倍或
100萬元

月薪12倍或
200萬元

月薪15倍或
300萬元

月薪12倍或
150萬元

還款期

12個月至24個月

6個月至24個月

6個月至24個月

6個月至60個月

6個月至60個月

6個月至60個月

6個月至60個月

6個月至60個月

2019年
十大破產主要原因

破產原因 百分比

失業 43.91%

超支 26.97%

過度信貸 6.71%

賭博 5.53%

管理不善 3.31%

現金流量問題–資金不足 2.1%

投資虧損 1.18%

營業額下降 1.16%

欺詐 0.54%

其他 7.11%

資料來源：破產管理署

■ 疫情打擊下，百業蕭
條，失業人數大增，令不
少人有資金周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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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歐盟的脫歐談判一
直無進展，當大家都關心英
國會如何選擇其前路之際，
本月英國首相約翰遜突然定
下10月15日的歐盟大會為

與歐盟就脫歐談判的最後期限。消息使英鎊
期權隱含波動率急升，反映巿場對英國無序
脫歐的憂慮重燃。
目前英國與歐盟於脫歐後雙方的經濟合作
方式，包括有關捕魚權、國家援助規則、公
平市場競爭保證及未來爭端的解決方式上仍
有明顯分歧，使談判陷入僵局。令事情更不
樂觀的是，英國國會下議院已二讀通過一份
涉及北愛爾蘭的《內部市場法案》。歐盟指
控該法案違反英、歐於今年1月簽訂的脫歐
協議及國際法，要求英國在9月底前修改內
容，惟約翰遜未肯讓步。
市場上有分析認為，約翰遜推動《內部市
場法案》是為了迫使歐盟在談判中妥協，但
此做法或適得其反，或不但不能使歐盟對英
國的要求讓步，反而令英國的聲譽和信用受

損，本已陷入僵局的談判將更難出現轉機。
約翰遜揚言可能在未來數星期的新一輪談判
中離場，又指無協議脫歐對英國可能是好結
果，而歐盟亦表示正為英國無協議脫歐作好
一切準備。

英實施負利率機會增加
另一方面，隨英國和歐盟的貿易談判陷

入破裂邊緣，硬脫歐風險近期已急速升溫，
料英倫銀行採取更寬鬆政策和實施負利率的
機會同樣增加。上周英倫銀行於議息會議上
表示，稍後將與英國審慎監管局討論如何實
行負利率。最新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市
場分析員及經濟師最新預期英國於今年底進
入負利率的機會高達86%，筆者相信，除非
年底之脫歐過渡期限能得到延期而脫歐談判
內容又重新歸零開始，否則年底可能硬脫歐
的陰霾，再加上英國進入負利率時代，料將
更利淡未來英鎊的走勢。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

建議）

無協議脫歐風險再挫英鎊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互聯網進入房地產將成潮流？
阿里巴巴近日宣布進軍

房地產行業，聯同易居集
團成立「天貓好房」平台
推動房產線上全過程交
易， 天貓好房更承諾至少

在未來3年內不賺錢，所有收入100%補
貼購房者。據稱，天貓好房目前已在天
貓APP上線，今年「雙十一」天貓還將
帶來首屆房產「雙十一狂歡節」。分析
指，阿里涉足房地產中介，不僅令傳統
房地產中介面臨的競爭加劇，而且也將
顛覆相關衍生服務業市場。

天貓將助房企設線上旗艦店
據新華社指，今年「雙十一」天貓好

房將通過其「不動產交易協作機制」
（ETC），打通消費者網上看房、購房
的網絡，通過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
鏈等技術支持，提供新房、二手房、特
價房和拍賣房四大交易場景，承載房產
線上交易過程的多項服務功能，為開發
商定製專門的房產旗艦店以及「智能售
樓處」，實現線上完成從看房、定金認
購到金融服務的全過程。阿里巴巴更表

示，希望為樓市打造繼「金九銀十」即9
月份和 10 月份是傳統購房旺季之後的
「鑽石雙十一」新機遇。

天貓好房將協助房地產企業定製線上
房產旗艦店，把3D購技術、直播以及更
多金融服務能力與房產行業結合，打通
線上看房、購房的網絡。天貓好房總經
理盧維興表示，從阿里巴巴監測到的數
據顯示，去年淘寶看房人數達到8,000萬
人次，在線成交套數15萬套。基於此數
據，估計未來可協助開發商接觸4億用
戶。

易居（中國）控股董事局主席周忻則
表示，易居將發揮自身的房源優勢、經
紀人賦能產品、區塊鏈技術以及地產消
費洞察等方面的能力，與天貓致力於解
決各交易主體當前面臨的各類問題，幫
助行業提升交易效率，帶動行業科技升
級。

房產交易成阿里騰訊新戰場
今次阿里進軍地產界，市場人士認為

將與騰訊(0700)有份投資的內地網上地產
中介平台「貝殼找房」互相競爭，從而

在互聯網房產交易和服務平台上，阿里
和騰訊又將再次「開戰」。數據顯示，
「貝殼找房」2019 年的 GTV（成交總
額）達到2.13萬億元人民幣，是目前中
國最大的房產交易和服務平台。貝殼找
房已將房產交易實現了全流程數字化、
標準化，今年8月並在紐交所掛牌上市。
截至9月中，貝殼的股價較發行價已經增
長3倍，總市值達到684.6億美元，約等
於碧桂園、恒大、融創三家地產公司的
市值總和。《中國證券報》報道認為，
從資本市場表現來看，難怪阿里這樣的
互聯網巨頭也要進軍房地產交易服務市
場。

自媒體「小白讀財經」認為，阿里巴
巴進軍房地產，目前還談不上顛覆房地
產中介，但電商在信息透明度方面的優
勢，將是傳統房產中介的最有力競爭對
手，而且在盤活存量房方面，阿里的雲
計算或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對於
房企來說，它們顯然也想藉天貓這個平
台再造銷售高峰，以填補疫情和融資收
緊帶來的資金鏈緊張。

■記者：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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