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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信用財務「稅亨通」正式推出 

 
創新推出「一年優惠，兩年享用」 

精明消費者盡享連續兩年劃一低息優惠 

 

香港，2015年 10 月 7日 – 華僑永亨信用財務有限公司 (「華僑永亨信用財務」)

宣布正式推出「稅亨通」稅務貸款及創新「一年優惠，兩年享用」，讓精明消

費者把握低息率時機，連續兩年享有劃一低息。 

 

「一年優惠，兩年享用」適用於今年成功申請及提取任何一種「稅亨通」純稅

務貸款的客戶，於下年度申請「稅亨通」時將享有與本年度已提取稅貸之相同

息率。同一個息率，兩年通用，財務安排更有預算。 

 

除此優惠外，華僑永亨信用財務亦推出「3 個月免息免供純稅務貸款」實際年

利率低至 1.87％及「最低利息保證」。 

 

華僑永亨信用財務總經理吳幗欣表示：「市場一直憧憬聯儲局將會加息，假若

成事，一向對息率轉變極其敏感的稅貸利率相信亦會隨著加息調整。本公司今

年創新推出的『一年優惠，兩年享用』可讓客戶在來年申請『稅亨通』能繼續

獲得低息優惠，再加上本公司的『最低利息保證』，相信能吸引一眾精明消費

者。」 

 

吳小姐續稱：「我們對於本地稅貸市場十分樂觀，然而市場競爭激烈，參考本

公司客戶意見，『稅亨通』貸款申請人在比較不同計劃時也會考慮申請手續是

否簡便、利息是否低廉、或是否有其他銀行服務優惠。有見及此，今年特別與

華僑永亨銀行攜手推出其他產品優惠。」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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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於華僑永亨銀行認購單位信託基金或開立定期存款戶口，立即享有特惠稅

貸利息，不論貸款額，實際年利率劃一為 1.87%。另外，「稅亨通」貸款申請

人可於華僑永亨銀行以１％基金認購費認購單位信託基金*，以更低成本作個人

的財務安排。 

 

吳小姐總結：「『稅亨通』稅務貸款一直非常受客戶歡迎，亦是本公司重點推

廣產品之一，我們會密切觀察市場變化，有需要時會再作出相應調整，務求為

客戶提供具競爭力的稅務優惠。」 

 

 

 

 

 

 

 

 

 

 

 

 

 

 

 

 

 

*重要提示及風險聲明 

信託基金乃投資產品，某些涉及結構性衍生工具。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但閣下不應

投資在該產品，除非中介人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驗及

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產品之價格可升可跌，甚至有可能變成毫無價值。過往表現不可作日後表

現的指標。 

閣下不應只根據本宣傳品而作出投資決定。閣下應仔細閱讀及小心考慮所有有關產品之文件及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該等文件及資料所載之風險因素)。 

此宣傳品並不構成向任何人士提議、邀請或勸誘任何人士去取得、購買、認購或出售任何投

資、產品或服務。 

本章節未經任何香港監管機構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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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稅務貸款息率詳列如下： 

｢最低利息保證｣ - 適用於所有純稅務貸款 

｢一年優惠，兩年享用｣1 - 適用於還款期為 12個月之純稅務貸款 

 

 

i. 適用於在華僑永亨銀行開立定期存款戶口或認購指定單位信託基金之客

戶 2之「3 個月免息免供純稅務貸款」 

最高貸款額 每月平息 (實際年利率) 3 

稅額5倍或月薪5倍 

(以較低者為準) 
劃一 0.113% (1.87%) 

 .  

● 還款期長達 12 個月 

 

ii. 適用於特選客戶 4之「3個月免息免供純稅務貸款」 

最高貸款額 每月平息 (實際年利率) 3 

稅額5倍或月薪5倍 

(以較低者為準) 
劃一 0.157% (2.60%) 

 .  

● 還款期長達 12 個月 

 

iii. 適用於所有客戶之「3個月免息免供純稅務貸款」 

貸款額 (HK$) 每月平息 (實際年利率) 5 

$1,500,000或以上 0.113% (1.87%) 

$1,000,000 - $1,499,999 0.141% (2.33%) 

$800,000 - $999,999 0.152% (2.52%) 

$500,000 - $799,999 0.158% (2.62%) 

$300,000 - $499,999 0.160% (2.65%) 

$180,000 - $299,999 0.161% (2.67%) 

$100,000 - $179,999 0.21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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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以下 0.232% (3.85%) 

 .  

● 最高貸款額為$2,000,000或月薪 12倍（以較低者為準） 

● 還款期長達 24 個月 6 

 

iv. 即供免息稅務貸款 

最高貸款額 (HK$) 每月平息 (實際年利率) 7 

$2,000,000 0% (2.98%) 

 .  

● 不設月薪倍數限制 

● 還款期長達 24 個月 6 

 

循環稅務貸款息率如下: 

 

信貸額 (HK$) 浮動年利率 8 

首 6 個月 第 7個月起 

$500,000或以上 

P-２% 

P+1% 

$200,000 - $499,999 P+1.5% 

$100,000 - $199,999 P+2% 

$100,000以下 P+4% 

 

● 最高貸款額為$1,000,000或月薪 8倍（以較低者為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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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一年優惠，兩年享用｣只適用於還款期為 12個月之純稅務貸款 (不論貸款額)。

如客戶於本年度 (2015/16)稅務貸款推廣期內成功提取貸款，並於下一年度

(2016/17) (i)2016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成功提取不高於本年度 100%貸款額之相

同稅務貸款產品，(ii)以 12個月作為還款期 及(iii)使用華僑永亨銀行戶口作為稅

務貸款之還款戶口，則可享有與本年度已提取之貸款相同之實際年利率。 

 

2. 「在華僑永亨銀行開立定期存款戶口或認購指定單位信託基金之客戶」需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成功於華僑永亨銀行開立以下其中一項銀行服務方可

享現金回贈之優惠：(i)開立及持有 HK$50,000(或等值於該銀碼之任何貨幣)或

以上之 6 個月或以上之定期存款戶口，或(ii)經華僑永亨銀行分行之投資服務專

區認購單位信託基金。 

 

3.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本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

與收費，並依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載之有關指引計算，以貸款額 HK$10,000 及還

款期 12 個月為例，實際年利率已約至小數後兩個位，並已包括現金回贈（如

有）、豁免之手續費及「3個月免息免供」優惠在內。 

 

4. 「特選客戶」的定義為華僑永亨銀行及其香港附屬公司之現有樓宇按揭客戶、

公務員、半官方機構員工及指定之專業人士並需合乎特定的信貸評級。現有樓

宇按揭客戶須持有個人名義的按揭貸款戶口，並為有關按揭貸款戶口之業主及

借款人。「指定之專業人士」包括核數師、會計師、建築師、機師、律師、醫

生、牙醫、藥劑師、精算師、測量師、中小學教師及大專院校教授。對於特選

客戶的定義，概以本公司解釋為準及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5.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本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

與收費，並依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載之有關指引計算，以貸款額中位數

HK$1,750,000 、 HK$1,250,000 、 HK$900,000 、 HK$650,000 、 HK$400,000 、 

HK$240,000及 HK$140,000及 HK$50,000，及還款期 12個月為例，實際年利率

已約至小數後兩個位，並已包括豁免之手續費及「3 個月免息免供」優惠在

內。 

 

6. 有關適用於還款期為 12個月以上之利率，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7.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本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

與收費，並依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載之有關指引計算，以貸款額 HK$10,000、還

款期 12 個月及每月平息 0%為例，並已約至小數後兩個位，當中已包括每年

1.6%手續費在內。 

 

8. 港元最優惠利率（「P」）現時為 5.25%，並以華僑永亨銀行不時公佈之港元最

優惠利率為準及以每年 365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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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華僑永亨信用財務 

華僑永亨信用財務於一九九六年成立，至今已成為貸款市場上提供私人貸款及

消費信貸服務的主要機構之一。除了一般私人貸款外，亦提供各類型的貸款服

務，包括結餘轉戶計劃、稅務貸款、樓宇按揭、循環貸款、「小東主」貸款、

專業貸款、免息分期及美化家居貸款。 

 

華僑永亨信用財務一直致力拓展分行網絡及發展網上貸款服務，至今已擁有超

過 20間分行，務求提供更優質及多元化的服務予客戶。 

 

華僑永亨信用財務為華僑永亨銀行全資附屬機構。 

 

華僑永亨銀行與其附屬公司及聯營機構提供一系列全面的商業銀行產品和服務

及個人信貸、證券及保險等其他財務服務。分行及辦事處網絡遍佈香港、澳門

及中國內地超過 90 個網點。      

   

永亨銀行於 1937 年在廣州市創立，最初經營金銀找換業務並於 1960 年獲香港

政府發給銀行牌照，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成為華僑銀行之全資附屬公司。華僑

銀行以資產計為東南亞第二大金融服務機構，獲評級機構穆迪 Aa1 評級。憑藉

公認的財務實力和穩建性，自 2011 年起連續五年獲《彭博市場》列入世界最強

銀行前五位及東盟最強銀行。華僑銀行亦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之銀行，擁有超

過 630 間分行及辦事處，其國際網絡遍佈 18 個國家及地區。旗下的附屬子公司

於巿場具有領導地位，包括大東方控股、利安資金管理公司及新加坡銀行。大

東方控股乃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最大及歷史最悠久的保險公司，利安資金管理公

司則是東南亞最大的私營資產管理公司之一，而全資附屬公司新加坡銀行更被

譽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環球私人銀行，獲獎無數。 

 

作為華僑銀行集團之一員，華僑永亨銀行為客戶提供更多的市場、更龐大的銀

行網絡及廣泛的產品及服務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