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期間限聚令很大機會仍未放
寬，無可避免要在家煮飯或是訂購
外賣。眾多App在這方面做足文
章，foodpanda由即日起至2月22
日期間，訂購外賣美食或生活百貨
後，輸入優惠碼「CNY188」，即
可收取188元利是（4張專屬優惠
券）。無論是訂購新年大餐、辦年
貨買賀年禮品、準備新鮮食材等一
切備年工夫都可使用優惠。另外，
新春期間於超過2,000間餐廳訂購
美食送遞，可享高達7折優惠，外
賣自取亦有8折優惠。
其實foodpanda近年已由外賣服務

拓展至辦年貨、買餸服務，新客戶只
要輸入優惠碼「SHOPNEW」，在
foodpanda mall及pandamart超市首
張100元（不連運費）訂單可減50
元，其後客戶可獲兩張買滿100元減
15元的優惠券。而現有客戶亦有10
元 優 惠 ， 只 要 輸 入 優 惠 碼
「BUY10」，買滿100元（不連運
費）可減10元。

盆菜海鮮隨時直送府上
港人熱門的網購平台HKTVmall

亦宣布，即日起至2月14日辦年宵
店優惠，派年貨即減現金券，包括

年糕買滿450元輸
入「nycake30」 即
減30元；盆菜買滿
800 元 輸 入
「pnchoi50」 即減
50元；賀年禮盒及
參茸海味買滿1,200
元輸入「giftbx80」
即減80元等。同時
亦推出牛年開運大
抽獎，買滿800元
享1次抽獎機會、

買滿1,200元則有2次機會，抽中
「財」或「神」或「到」送95折
優惠券，集齊 3個字更送 888元
Mall Dollar及95折優惠券3張。2
月10日至14日將舉辦金牛財神派
利是活動，派超過100萬元。
網上買餸平台「賣菜仔」主張

「平過街市，靚過超市」，可為客
戶搜羅來自本地及外國的各款食
材，包括新鮮蔬菜、海產、肉類、
蛋類、麵食、水果，甚至湯料包、
兩餸套餐。為客人選購各款食材，
然後在工場進行食材處理、包裝
等工序，再放入特製的保溫袋把
食材送到客人府上。本地咖啡店
The Coffee Academics 最近透過
TCA Gourmet平台，推出30多款
半熟美食，菜式包括原隻波士頓
龍蝦包、西班牙海鮮焗飯、星加
坡喇沙鮮蝦意粉、威靈頓牛肉
卷、鹽燒鱸魚等。
另外，近年多個海鮮外賣速遞

App冒起，如於2019年10月啟用
的「鮮直送」，客人可透過網上24
小時直播揀海鮮，下單後最快三小
時由香港仔魚市場直送府上。

●新客戶在foodpanda mall購物，首張100元
訂單可減50元。 官網圖片

春節無休春節無休 這個這個AppApp有逾有逾20002000間餐廳選擇間餐廳選擇

港人每年農曆新年都會逛年宵，感受一
下新年氣氛，今年不少官方活動改為在線上
舉行。比如旅發局今年在2月8日至26日首
次舉行網上新春市集，與FEED和本地餐飲
業界合作推出限定賀年美食和禮品。
據介紹，推廣期間有超過20間酒店及人
氣餐廳推出新派節慶盆菜、農曆新年主題菜
單、賀年甜品及下午茶等新春佳餚外送或外
賣，當中包括香港四季酒店的賀歲下午茶外
賣、香港瑰麗酒店的富貴有米雞等。網上新
春市集同時設有網上小遊戲，以手機或電腦
玩遊戲，有機會贏取網上市集折扣優惠或旅
發局賀年精品福袋。另外還有情人節禮物，
像植物盆栽和霓虹招牌。旅發局繼續在「旅
遊．就在香港」平台推廣不同「線下」優
惠，包括酒店留港度假新春套票、商場禮
遇、商戶限時折扣優惠，包括山頂「送

鼠迎牛」新春優惠，在牛年或鼠年出生的話
可以優惠價28元換購山頂纜車摩天套票
（原價99元）等。
另外，BUNC Market將舉行虛擬年宵
市集，有眾多不同種類的店舖供公眾瀏
覽，在市集內可以多角度移動視角欣賞虛
擬場景及店家的布置擺設，點擊商店可以
查看熱門產品並聯絡店主進行交易，資訊
亦可引導客人到該店的其他社交平台觀看
更多產品。
網購商機無限，不少實體超市百貨都推

出網上新春購物優惠。由即日起至2月5
日，惠康逢星期一或五買滿888元即減168
元，每個星期都有專屬折扣碼。由即日至
2月22日，city'super在各分店及網上商店
舉辦「新春賀年2021」，包括應節糕點、
賀年禮物籃及各款精緻的送禮佳品。

▲旅發局今年首次舉行網上新春市集，與業
界合推賀年美食和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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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倡議各地民眾「就地過年」，數十

萬「港漂」今年都將留在香港，第一次體驗

港味新年的感覺。年夜飯去哪裏吃？利是錢

怎麼派？怎樣買菜最方便？有什麼賀年活動

可以參加？這些不僅僅是港漂可能面對的問

題，對於首次在限聚令下過年的香港本地

人，或許也或多或少有所困惑。今期《數據

生活》將會介紹一下新春派利是、辦年貨

App及其他與過年相關的活動，希望讀者們

盡量減少線下聚集，以豐富多彩的線上娛樂

取而代之，共同度過一個有節日氣氛又安全

安心的春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農曆新年當然要派利是，微信紅包或支付寶紅包
大家聽得多，但不是所有港人都有微信支付或支付
寶，疫下怎樣派電子利是？其實多間本地銀行的
App都可以派電子利是，近期還紛紛推出不同的優
惠，派利是的同時還可參與抽獎，分分鐘有驚喜。

渣打花旗大派現金獎
在各大本地銀行中以渣打的抽獎最大手筆，於2
月8日至28日，用SC Pay「轉數快」轉賬，包括
派e利是，並同時分享SC Pay貼圖，即可自動參
加大抽獎，包括8,888元現金獎5份，及188元現
金獎1,000份。花旗客戶於Citi Mobile App按
「Get More」登記參加「Citi派利是大抽獎」，
並於2月內發送兩封電子利是，即可參加抽獎，
有機會贏取8,888元（名額兩名）或888元（名
額30名）。有關服務經由「轉數快」系統處
理，故收款人必須已為其流動電話號碼/電郵
地址/轉數快識別碼登記「轉數快」以連結戶
口作收款。
中銀香港BoC Pay及手機銀行也推出新電子
利是功能，BoC Pay客戶可挑選精美的電子主
題利是封，自選或自設祝福語，今年更新增
「拆利是」功能。如客戶首次綁定或註冊BoC
Pay，並在當月完成交易，可獲高達20元獎
賞；現有客戶每成功推薦一位親友綁定或註冊
BoC Pay，亦可獲20元獎賞。滙豐早於2018年就宣
布旗下PayMe加入「利是」功能，用法與平時相
若，只需填寫金額後，在訊息欄上寫上恭賀說話，再
選取下方的「利是」圖示，便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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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東街
將 推 出
「希望之
蝶．如意
燈籠」。

◀▲疫情下多間銀行都鼓勵
市民用電子渠道派利是。圖
為渣打SC Pay派e利是。

官網圖片

疫情仍未平息下，每逢大年
初一舉行的「國泰航空新春國際
匯演」、年初二的農曆新年煙花
匯演都因應疫情而取消，不過仍
有不少商場會大搞新春布置讓大
眾影相，灣仔利東街將推出全
新的「希望之蝶．如意燈
籠」，運用AI程式，在新春燈

光和音樂的配合下，加入中國
傳統大紅燈籠，懸掛於整條林蔭
大道，相信會很有節日氣氛。如
果新春想宅在家，Google Play
於2月1日至8日期間推出新春
限定優惠，多款遊戲、音樂和
應用程式都有低至三折優惠，
讓大家在家都不乏娛樂。

微信微信支付寶支付寶以外以外
也可發電子紅包也可發電子紅包

新春娛樂活動新春娛樂活動

▲▲中銀香港中銀香港BoC PayBoC Pay
今年新增今年新增「「拆利是拆利是」」
功能功能。。 手機截圖手機截圖

各銀行及電子錢包派電子利是措施各銀行及電子錢包派電子利是措施
花旗

中銀香港

渣打香港

恒生銀行

Wechat Pay

AlipayHK

由2月初起至28日，於Citi Mobile App按「Get More」登記參加「Citi派利是大抽獎」，並於2月內發送兩封
電子利是，有機會贏取8,888元（名額兩名）或888元（名額30名）。

今年新增「拆利是」功能，客戶首次綁定或註冊BoC Pay，並在當月完成交易，可獲高達20元獎賞。

於2月8日至28日，用SC Pay「轉數快」轉賬，包括派e利是，並同時分享SC Pay貼圖，即有機會贏取
8,888元現金獎5份，及188元現金獎1,000份。

於農曆新年期間以轉數快派發利是，或登記轉數快均可參加抽獎，有機會贏取達8,888元的現金獎賞。

全新用戶可享20元迎新優惠，至2月28日，每周完成指定數目的任務可獲印花一個，每3個印花可以兌換獎
賞，包括KFC港元現金券及其他精選商戶現金券。

如使用AlipayHK派利是給朋友，截圖後上傳到AlipayHK Facebook的活動帖文並加上創意留言，最有創意的
20位參加者將各獲得100元電子賀年利是。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項接種疫苗必須注意事項

多個國家或地區開始陸續為
市民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以控制
疫情，而香港政府亦準備推出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劃，以下
有五項接種疫苗需要注意的事
項，市民應該於接種疫苗前作
好準備。
第一，留意自己有沒有什麼過

敏。如果有，應當把過敏史記錄
清楚並帶去接種中心。首先必須
說明，不是所有的過敏都不能夠
打新冠疫苗，但是如果你有清楚
的記錄，醫護人員就更能準確幫
你做出一個適當的評估。
第二，準備自己或親人現正

服用藥物的清單，特別是留意
有沒有薄血藥。再一次聲明，
不是說服用薄血藥就一定不能
打新冠疫苗，但由於新冠疫苗
是採取肌肉注射，因此如使用

例如華法林（warfarin）一類的
薄血藥，在接種時就需加倍小
心。如果你能夠在接種前把藥
物記錄交予醫護人員，他們就
會知道如何處理。
第三，盡量不要在接種新冠

疫苗的同時期接種其他疫苗。
雖然現在沒有明確醫學證據說
明不應該這樣做，但是如果在
同期間接種兩款疫苗，一旦出
現副作用，就很難知道到底是
哪一種疫苗產生問題。特別現
在是流感時節，如果還沒有打
流感疫苗的便應盡快接種，最
理想是與接種新冠疫苗有兩星
期的相距時間。
第四，在接種疫苗當日內裏應

當穿短袖衣服。由於疫苗是接種
在上臂的肌肉，因此如果穿長袖
衣服在接種時要捲起衣袖其實是

相當不便，所以最好在最底層穿
短袖衣服。
第五，在接種日應當預留充足

時間。接種疫苗雖然只需一分
鐘，但由於接種後一般都要留在
接種中心或醫務所約半個小時作
觀察，加上事前核對姓名及其他
個人資料等也需要時間，整個過
程可能超過半小時甚至一個小
時。
值得注意是，接種疫苗後並
不等於立刻完全免疫，需要一
段時間讓身體產生抗體，我們
還是需要做好手衞生、戴口罩
和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同
時，於接種疫苗後應留意個人
身體狀況，如有任何不適應盡
早求醫。

■AXA安盛首席醫務總監
邱家駿

香港文匯報訊 為紓緩疫情下企業及個人客戶的困
境，去年2月6日起陸續有銀行推出「還息不還本」
紓困方案，有關措施推行近一年，據金管局數據，
截至去年12月，銀行業共批出5.8萬宗企業客戶的
信貸支援個案及2.8萬宗個人客戶的信貸支援個案，
涉及金額分別為7,400億元及440億元。金管局聯同
銀行業業界日前宣布，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
還本」計劃下貿易融資貸款還款期90天，與商界同
舟共濟。市場人士預料，個人客戶的「還息不還
本」計劃，相信也會同步延長有關計劃。

按揭拖欠比率維持低水平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昨表示，本港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已一年，經濟無可避免受到拖
累，建造、零售、航空、旅遊、餐飲等行業步入寒
冬。最新失業率已升至6.6%創逾16年新高，家庭負
債率亦升至新高位87.7%。然而，去年銀行推出
「還息不還本」措施，協助不少業界及個別客戶渡

過難關，令拖欠比率未見大升。金管局最新資料所
見，1月份的3個月及6個月未償還按揭貸款的拖欠
比率分別仍維持於0.04%及0.03%的超低水平，相比
於2003年SARS爆發時高達1.16%及0.74%大為縮
減，樓按市場暫屬健康水平，有關措施發揮了一定
作用。
他指出，現時經濟仍未見起色，疫情繼續肆虐全

球，「還息不還本」措施原意是為香港經濟提供支
持，在現時經濟未見明朗的情況下，部分業主已因
應自身情況先行賣出物業減輕負擔，相信銀行亦會
相繼延續紓困措施。事實上，部分銀行亦曾於去年
中延長「還息不還本」至今年4月底，料銀行將繼
續延長有關計劃。
曹續指，按揭「還息不還本」措施有助穩定樓市
發展及減低銀主盤的機會，對本港樓市起正面幫
助。未來失業率仍有攀升機會，加上經濟仍未復
甦，打算置業人士需計算好自己的負擔能力，及考
慮自身職業及工種的穩定性。

個人客戶「不還本」紓困一年
銀行共批2.8萬宗涉440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