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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聲 譽 滿 載

公 司 最 新 動 態

我們獲業務夥伴
《Walton和頓》 
頒發 Outstanding 
Business Partners 
Award 2017-2018.

第十屆香港保險業保協盃保齡球大賽
適逢8月18日初八大好日子，今年公司合共派出兩
隊健兒迎戰新一屆保齡球大賽，我們其中一支隊
伍今次成績更上一層樓擠身全場第4名，只要再努
力練習，明年有望衝盃！

我們獲《香港耀能協會》頒發
嘉許狀，表揚
公司過往對協
會活動及弱勢
社群的支持。

公司自2011年起連續4屆獲頒『家庭友善僱主獎』
及『特別嘉許金獎』，今
年頒獎典禮特別移師至香
港迪士尼樂園舉行，3000
間得獎機構代表出席，我
們還邀請了幾位年資最長
的同事參加同樂日，大家
都盡興而歸！！

澳門永利皇宮之旅
9月尾公司安排了一次澳門之旅，同事們可暫時放
下繁忙工作，齊齊吃喝玩樂，儲滿能量再繼續拼 
搏吧！！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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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人 才 及 業 界 殊 榮

張達輝 Dicky Cheung 陳美華 Elsa Chan

張晉嘉 Jenny Cheung

羅玲玲 Emily Law

繼續支持奧迪慈善基金演唱會
公司義工隊再次出動支持奧迪慈善基金會一年一度之『耳愛傳聲』 
慈 善 演 唱 會 。 由 於 去 年 反 應 熱
烈，今年大會決定再次邀請阮兆
祥及朱咪咪為表演嘉賓，觀眾們
的歡呼聲及尖叫聲此起彼落，加
上林醫生落力又唱又跳，將演唱
會氣氛推至高潮！

 ------------ 公司講座 ------------ 
IVDC(荔枝角匯縱專業 
發展中心)職業講座 
(14.09.2018)

IVDC(馬鞍山匯縱專
業發展中心)職業講座 
(24.10.2018)

馬來西亞 
第二家園講座
(27.10.2018)

每月最佳理財顧問

月份 以營業額計算 以保單數量計算

6月 呂翊瑗 Judith Lui 馬麗玲 Karen Ma

7月 呂翊瑗 Judith Lui

8月 張達輝 Dicky Cheung 陳美華 Elsa Chan

9月 張晉嘉 Jenny Cheung 陳美華 Elsa Chan

10月 羅玲玲 Emily Law 陳美華 Elsa Chan

11月 羅玲玲 Emily Law 陳美華 Elsa Chan
馬麗玲 Karen Ma呂翊瑗 Judith Lui

公 司 最 新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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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樂會《輕鬆護脊工作間》 
進樂會於8月31日特別邀請了一位脊骨神經科醫
生為我們講解不同的脊椎痛症及如何保護脊椎的
方法，脊醫更即場為同事檢查斷症！是時候大家
要勤做護脊操喔！

進樂會《明愛送暖大行動》
進樂會帶領義工同事一早到田灣明
愛中心煲『愛心靚湯』-椰子雪耳
煲雞，今次服務對象為40位70歲
至90歲的獨居長者，除了送湯水
外，義工們更安排了不同遊戲、
奇趣魔術及
精彩粵曲表
演，長者們
玩得既開心
又投入！

進樂會 – 跳出香港之高鐵純玩團
進樂會快人一步在11月中搶閘為
同 事 安 排 了 兩 日 一 夜 的 高 鐵 團 ，
讓30幾位同事連同朋友、家人感
受『飛』一般的速度向廣州南站出
發！大會行程少不免就是不停食不
停玩，大家都帶著開心又滿足的心
情踏上歸途。

進樂會 – 周年舞會
一年一度的周年舞會於12月28日假座陽明山莊舉行，
當晚節目緊湊，大會精心安排了歌舞、魔術、話劇、佛
朗明歌舞、遊戲.....當然還有人人有份的抽獎，大家盡
情狂歡開開心心送走2018 ! ! !

聖誕聯歡自助午餐派對 
趁著聖誕普天同
慶的大日子，進
樂會再次以自助
午餐形式招待各
位會員一起歡度
佳節！

“Work Hard • Play Hard”是我們的公司文化
《進樂會》的成立，就是希望通過舉辦各種不同的聯誼康樂及慈善活動，讓同事及
其家人忙裏偷閒，達至工作及生活上的平衡。

《 進 樂 會 》 活 動 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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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富

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
過去10年美國經濟持續擴張，股市更創下自第2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的牛市升浪。目前，美國失業率正處於接近歷史最低水
平，其他大部份經濟數據均顯示美國經濟仍然蓬勃。然而，在2018年最後一個季度，美國股市經歷了重大的調整，投資市場
更出現了多項訊號，均反映美國的擴張周期或可能已處於尾聲，而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出現倒掛現象更是當中被廣泛討論的項
目之一。

甚麼是收益率曲線倒掛?
收益率曲線，也稱為「利率期限結構」，是繪
製信用質素相同的債券，從最短到最長到期日
的收益率曲線圖。一般而言，較長投資期的債
券應具有較高的收益率，因為投資者通常會要
求較高的回報率，以彌補較長持有期的投資不
確定性。

至於收益率曲線倒掛則是不正常狀況，指信用
質素相同的債券，其較長期的收益率低於其短
期的。這反映投資者對近期經濟前景感到悲
觀，並預期利率會在短期內上升，但他們也同
時認為長期利率將會維持低企。因此，投資者
要求短期債券較高的收益率，而即使長期債券
收益率較低且持有期較長，他們仍樂於購買。

收益率曲線倒掛有什麼含義？
近年來，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趨於平坦，短期和長期債券之間的收益率差距愈來愈小。在 12月3日，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甚至
開始出現倒掛現象，2年期國債收益率竟略高於5年期國債，這是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首次出現。

直至目前為止，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仍只是處於「局部」倒掛的狀況。然而假如當2年期債券的收益率高於10年期債券時，倒
掛現象則被公認為是較全面。在過去的40年，每次發生上述情況，美國經濟很快都會步入衰退。這包括1980年代初的經濟衰
退、1990年的第3次石油危機、2000年科網股泡沫及2007年出現的次貸危機。現時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仍較2年期的高出約
16個基點，然而，這已是自2007年以來的最小的差距，許多經濟學家更預期該息差早晚會出現負值。

展望2019年，美國市
場存在很多投資不明朗
因素，其中包括中、美
之間持續的貿易戰、聯
儲局加息步伐、以及稅
制改革影響力減退等。
然而，鑑於目前美國經
濟基礎仍強勁，相信經
濟衰退的情況不大可能
會在2019年發生，但
經濟出現放緩將難以避
免。或許目前溫和及局
部的美國國債收益率曲
線倒掛現象，是市場對
投資者在合適時間發出
最佳的警示訊號。

免責聲明

在此提供的資料只供參考之用，本公司並不對該等資料作任何保證，讀者亦不應將該等資料視為出售要約、訂購招攬或投資建
議。投資涉及風險，過往的表現並不表示將來亦會有類似的業績。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讀者亦應尋求專業理財顧問意見。

進邦滙理投資服務部 
2018年12月

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在12月3日開始出現倒掛現象， 
是2008年以來首次出現

 

資料來源：彭博，2018年12月3日

2018年11月3日的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

2018年12月3日的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

2、3年期的國債收益率略高於5年期的

過去40年，在出現經濟衰退前，美國10年期跟2年期國債收益率息差均曾出現負值

資料來源：彭博，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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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毛孩一份終生守護— PETBLECARE 寵物保險

你可知道，大部分寵物每年求診2-4次，每隻寵物的年均醫療開支高
達HK$7,632*！當毛孩成為家中一份子，我們便有責任盡力照顧牠的
一生。你現在所做的，是否足夠？寵物保險在外國早已發展成熟，極
之盛行。今年，我們特意打造全新寵物保險產品PetbleCare，帶入
香港市場，承諾與你一起守護毛孩！ 

產品特點：
• 網上報價及投保，方便快捷。

• 特別保障寵物訓練費用、寵物緊急運送、配方糧食補助、 
 刊登廣告、寵物殯葬等特別事項。

• 不限索償次數，不設單次索償上限。

• 因疾病引致的醫療費用，每年保障額高達HK$68,000。

• 高達HK$2,000,000之由寵物引致的第三者責任保障。

• 適用於全港註冊獸醫診所。

• 毋須接受醫療檢查，即可投保。

保障範圍：
PetbleCare寵物保險分有標準計劃及優越計劃，保障涵蓋三大範疇，
包括意外、醫療疾病、法律責任保障(詳情見表)。

意外保障
PetbleCare屬新型寵物保險產品，特設意外保障，包括意外死亡、意
外受傷(高達HK$18,000)和寵物被盜造成的損失。有關意外的醫療限
額，與疾病造成的醫療開支分開計算。

醫療疾病保障
保障寵物因疾病導致的門診費用和手術費用。你可到全港任何一間認
可的註冊獸醫診所求診，包括急症動物醫院及專科醫生。診斷測試例
如：X光及驗血、手術、處方藥物、住院、手術後治療，均有保障。
其中，優越計劃更特設寵物緊急運送保障、配方糧食補助。

PetbleCare是目前唯一一個寵物保險產品不限索償次數、不設單
次索償上限，更為實際。例如，狗狗突然嘔吐，獸醫門診費用約需
HK$600，加上化驗費共HK$2,000，投保PetbleCare，將可獲理賠
HK$1,400，主人只需支付30%自負額HK$600。

法律責任保障
保障寵物引致他人死亡、受傷或財物損失之第三者法律責任。基本計
劃的保額為HK$600,000，優越計劃的保額更高達HK$2,000,000。

其他保障
寵物廣告費用：保障賠償因寵物走失而需要刊登廣告之費用。

寵物善終開支：保障賠償寵物火化及喪禮之開支。

寵物訓練費用：補助於全港認可寵物訓練場地進行訓練之開支(只適
用於狗隻)。

保障範圍
受保人之 
自負額 

(每宗事故)

墊底費 
(每宗事故)

每年最高賠償額 (每年)

基本計劃 優越計劃

意外保障
意外死亡
寵物因意外 
導致死亡

N.A. N.A.  HK$6,000 HK$18,000

意外受傷
寵物因意外引致
的註冊獸醫醫療
費用

N.A. HK$300  HK$3,000 HK$18,000

寵物失竊
寵物因失竊所引
致的費用
*不適用於貓隻

N.A. N.A. --- HK$7,500

醫療疾病保障
非手術之 
醫療費用 30% N.A. HK$2,000 HK$8,000

手術醫療費用 30% N.A. HK$8,000 HK$60,000
膳食費用津貼
因疾病引致的特
別處方膳食費用

N.A. HK$250 --- HK$800

緊急門診運送
費用 N.A. HK$50 --- HK$200

法律責任保障
第三者責任 
保障
保障你的寵物引
致他人死亡、受
傷或財物損失之
第三者法律責任

N.A. HK$3,000 HK$600,000 HK$2,000,000

額外保障
廣告費用賠償
向警方報失後用
於尋找被盜竊或
走失寵物涉及的
廣告費用

N.A. N.A. --- HK$300

寵物善終服務
進行殮葬及殯儀
所需的費用支出

N.A. N.A. --- HK$1,000

寵物培訓費用
在註冊犬隻訓練
中心進行的培訓
費用
*不適用於貓隻

50% N.A. --- HK$400

特設網上報價：
有別於舊式寵物保險產品，PetbleCare與時並進，特設網上一站式報
價及投保平台，讓你輕鬆安坐家中，即可為寵愛的毛孩送上一份終生
守護。只需要於PetbleCare.com選擇合適的保障計劃，完成健康問
卷、投保程序並付款，即可馬上收到電子保單，隨後更有專人跟進。
整個投保過程需時不過數分鐘，為你省卻填寫繁瑣申請文件的時間，

簡單易明、快捷方便。

合作單位：
PetbleCare寵物保險由利寶國際保險有限公司承保；進邦滙理有限公
司作獨家銷售安排；佳寵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信佳世科動力有限公司
擔任產品顧問及網站開發。

「寵物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但你卻是牠生命的唯一。」  
愛毛孩，送牠一份最佳禮物 — PetbleCare 寵物保險。 

但願我們攜手並肩，一起守護這珍貴的存在。即上 PetbleCare.com 或致電22977882查詢。

* 資料來源：PetNfans 寵物保險調查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