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

勝利月報

業務聚焦 —
簡易直接付款
嶄新交易體驗

勝利證券在1月初推出的簡易直接付款授權

（sDDA）新轉款功能大受客戶歡迎，已有很多客
戶即時登記申請甚至已開通使用，除了大讚申請過
程簡單快捷外，更率先體驗「隨時隨地、實時到賬」
的嶄新交易體驗。sDDA功能不受地域、時間限制，
客戶即可簡單輕鬆「一鍵」便能直接轉款，更無需
再提交入數證明，讓客戶更靈活控制資金，盡享投

資優勢。
如您對此項功能仍未太了解，讓我們為您提供
更多資訊及支援︰

電子直接付款授權（eDDA）與簡易直接付款

是否只有特選客戶才可申請簡易直接付款授

授權（sDDA）有什麼分別？

權（sDDA）？

兩種都是指客戶授權由銀行帳戶直接付款至所
指定的銀行帳戶；電子直接付款授權服務（eDDA）
是指「付款方」（客戶）經由網上授權銀行提供直
接付款服務。因此，客戶須直接向所屬銀行遞交申
請，並按該銀行的要求提交申請表，資料及「收款
方」資料等以進行核證及審批程序，確認後轉賬才
可生效。

而勝利證券提供的簡易直接付款授權（sDDA）
是指「付款方」（客戶）授權「收款方」(勝利證券)
透過銀行安排設定，從客戶指定的銀行帳戶直接轉
款至勝利證券的帳戶。由於客戶只需透過「勝利證
券 專業版」手機應用程式APP內就可申請授權及安
排有關設定，過程相對較簡單及快捷。

所有勝利證券的客戶(公司帳戶除外)都可申請
並設定sDDA功能。要注意的是，客戶在申請時所
填寫的銀行帳戶必須為「個人帳戶」，此服務暫
時不適用於「聯名帳戶」或「公司帳戶」的銀行
帳戶。

如果我用「手機遠程」的方式開戶，是否也能
申請sDDA?

透過這個新功能轉存資金安全嗎？
由於簡易直接付款授權 (sDDA) 的功能是由銀

可以。由於您在開戶時已綁定了指定的銀行帳

行作主導，並由申請人(客戶)自行申請授權及進行設

戶，因此建議您以相同的銀行帳戶作為sDDA的轉賬

定，包括指定的銀行帳戶、最高轉賬金額、生效日

銀行帳戶。如果您想申請sDDA時使用其他的銀行帳

期等，然後經過銀行核證及審批，授權設定才正式

戶，您必須以此未綁定的香港銀行帳戶，向勝利證

生效，以確保客戶及帳戶的資料正確；客戶亦可隨

券任何一個銀行帳戶一筆過存入金額10,000港元或

時取消此項授權，全面保障權益。

以 上 ， 並 在 存 入 資 金 後 以 電 郵

提交申請後需要多久才能使用此功能？

(setl@victorysec.com.hk) 通知我們。我們在收到
您的資料後將會盡快重新處理及進行驗證。

客戶在提交所需資料及提交申請後，如客戶的
轉賬銀行為匯豐或恒生銀行，申請將於一個工作天

哪些銀行支援簡易直接付款授權（sDDA）？

內完成審批，而其他銀行帳戶則預計七個工作天內
完成。在完成審批及成功開通後，客戶將會收到電

以下為現時支援進行簡易直接付款授權（sDDA） 郵通知，以確認可以隨時使用此嶄新功能。
的銀行，我們將陸續增加可支援sDDA 功能的銀行，
敬請留意日後公佈。
匯豐銀行

HSBC

恒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渣打銀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星展銀行

DBS Bank

東亞銀行

Bank of East Asia

創興銀行

Chong Hing Bank

花旗銀行

CITI Bank

工銀亞洲

ICBC (Asia)
(*必須為儲蓄帳戶)

招商永隆銀行

CMB Wing Lung Bank

中信銀行國際

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中國建設銀行(亞
洲)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南洋商業銀行

Nanyang Commercial Bank

請參閱以下「簡易直接付款授權sDDA」的申請
流程詳細資料︰ https://bit.ly/3nLdw9w
立即設定及啟動 sDDA 功能，助您輕鬆轉賬！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525
2437或 (86) 147 1501 7408查詢。

常見問題

問：為什麼遞交存款憑證後，款項仍無法即時在賬
戶內顯示？
答：我們在收到您的存款憑證後會進行查賬程序，
因此未能實時顯示在賬戶中。客戶可在當晚收
到備妥日結單的通知電郵後，登入本公司網頁
的「電子結單查詢」專區查看當日結單，了解

當日的存款詳情。
網頁版登入︰https://bit.ly/3jaz1Qu
問：為什麼在遞交存款後，仍無法在當天的賬戶日
結單內顯示？
答：我們每天的截止入數時間為下午4時45分，在
此時間後遞交的存款憑證會於下一個工作天處
理。

平安好醫生（1833.HK）: 是互聯網醫療服務的
龍頭公司，線上醫療業務是核心業務及戰略重點。
因互聯網醫院及醫保管道推進、自有醫生團隊擴大，
使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增長較快，預計影響短期業
績。展望未來幾年，線上醫療業務將維持高增長，
2020年收入預計增長在80%左右，2021-2022年增
速亦可以維持在80%左右。而上半年受疫情影響較
大的消費型醫療業務，下半年履約逐漸恢復，2020

年預計實現25%左右增長。經過綜合考量 ，給予
「推薦」評級。

個股推薦

大市行情浅谈

港股2021年1月最後一個交易日表現先高後低，

各類指數

12月31日

01月29日

升跌百分比

恒 生 指 數

27,231.13

28,283.71

+3.87%

金 融 類

36,938.99

37,302.37

+0.98%

公 用 類

45,760.14

45,266.63

-1.08%

地 產 類

32,127.32

31,778.96

-1.08%

工 商 類

17,452.75

18,769.39

+7.54%

個月，累計飆4824點。其中表現最亮眼的屬科技類

國 企 類

10,738.40

11,208.78

+4.38%

指數，1月累升11.06%。

科 技 類

8,425.90

9,358.11

+11.06%

恒指連降第四日，收於28283點，全周累瀉1164點。
大市連跌四日，亦是去年10月30日後最長的跌浪。
不過，2021年1月恒指仍進帳1052點，跨年連升四

展望二月，港股和A股市場將以高位蓄勢整固為
主，期間會有小範圍的個股行情。主要原因是，美
股和A股的高估值和高增長類股票抱團跡象出現鬆動，
大藍籌普遍出現利好兌現開高走低的現象。歐美疫
情好轉和相關救助計畫被市場提前炒作，但真實情

況仍存在不確定性。操作上，建議降低杠杆，節前
根據個人帳戶應保留大約二至三成的現金。行業方
面，看好處於高成長期的互聯網線上服務，線上醫
療與線上教育等；看好安全邊際比較高，有一定反
彈空間的是中資銀行股和券商股；看好受益於通脹
預期而前期調整較為充分的有色金屬。

股息追蹤

公司行動 / 股息分派（已代客戶存入銀行、股票帳戶或已寄出支票
日期

股份代號

2021-01-04

00064. 00831. 01469.
VNQ

2021-01-05

00052. 00595. 00636.
01177. 01395

2021-01-07

00088. 00711

2021-01-08

00599. 00677. 01213

債券代號

紅股

合股 / 拆股 / 供股

08581 (1 供 3) 44018

BHKD00141

2021-01-11

00605 (20 合 1)

2021-01-12

00558. 01888

2021-01-13

01222

2021-01-14

00179. 03998

2021-01-15

00266. 01999. 06889

2021-01-19

00960. 01813. 02689

08178 (24 合 1)

2021-01-20

00298

00136 (10 合 1). 08292 (10 合 1)
08193 (1 供 3) 08587

2021-01-21

00113. 00367

01007 (20 合 1)

2021-01-22

02700 (5 合 1)

2021-01-25

02138

2021-01-26

00156. 00327. 00655

2021-01-27

01170. 01373

BHKD00093.
HLPPY4.35

2021-01-28

00333 (5 供 2) 02987

02981 (1 供 1) 02988
轉數快(FPS)可作即時網上轉帳及支付費用，

勝利證券網上開戶程序簡單快捷，不受地

提供跨越銀行、無時間限制的網上轉帳新體

域限制，隨時隨地，輕鬆開啟您的財富之

驗！歡迎客戶使用︰

路！只需掃描此二維碼，便可極速完成開

•

輸入香港電話號碼(852) 5498 9438

•

轉數快ID：166458950

戶程序！投身港股IPO市場！

免責聲明：本月報之內容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本公司對所提供的財經資訊已力求準確，但對其中全部或部分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有效性，不承擔任何責任或提供任
何形式之保證。如有錯失遺漏，本公司恕不負責。另請注意證券價格可升可跌，投資者應自行承擔投資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