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以往《結婚消費調查》數據，馬宗
傑在會上亦分享一些得意的調查結果。

儘管現今香港愈來愈多新人選擇共同
承擔結婚開支，但原來不少港男依

然保留傳統觀念，負起大部分的結
婚開支，顯示港男責任心重。

「由2009年開始，男女方承擔結
婚開支的比例均是2:1，即男方支付三分之

二，而女方則承擔餘下的三分之一，可說
是一個黃金比例。」所以各位女士，

嫁唔嫁得過，就要留意這個指標
囉。

冬季求婚成功率較高

另一方面，原來氣溫
越低，求婚的成功率

就越高，代表 浪
漫 的 冬 天 即 將 來
臨，各位港男亦不
妨把握時機向至
愛表達愛意。調
查指出，多達38%的男士在冬季成功向另一半
求婚，馬宗傑相信是由於冬季一般予人浪漫的
感覺，加上傳統佳節如聖誕節和情人節均集中

在冬天，因此如計劃得宜，求婚成功的機會率亦
相對增加。
報告亦提出，求婚旺季其次是秋季，佔25%。最

後分別是20%及17%的春季及夏季。如眾男士打算跟
情人共諧連理，必不能忽視季節的影響。

結婚開支遞增，今年
調查更指開支要近30萬
元。報告同時發現有六

成半新人表示因為結婚開支
壓力大增，而導致與伴侶出現

不同程度的問題。當中超過七
成(73%)因而與伴侶爭吵，近四成

(36%)新人甚至「唔想結婚」，近兩成人
(19%)曾推遲婚期，亦有新人需向家人朋
友、銀行或財政公司借貸方能如期完
婚。唔想開心事變成傷心事，繆志華和
近日剛結婚的生活易內容管理編輯陳美
儀就有以下的建議。

先把酒席搞掂

陳美儀指，以自己來計，時間、

形式和酒席一定是頭
3項最先要「搞掂」
的項目，「日子和形
式想好之後，就可以
決定你將要擺酒的場
地，這是最重要，亦
都是佔支出比例最多
的一環。」她指出如
果遇到問題，不妨在
網上跟同樣仍在這個
過程經歷中的人分享，而其建議是「婚姻是一
世的，婚禮只是一次，最重要是跟另一半溝
通。以我所見，現在不少年紀輕的人結婚，大
家把好小的問題變得好大，不過其實可能只要
溝通一下，問題就可以解決。」

不時聽聞有人指出，新人派得愈多「粉紅炸

彈」，越多越易回本，繆志華卻指其實不然。他
指「調查發現最多人擺的圍數是20圍，在上年
的調查報告亦都指出，可否回本其實不是取決
地方，而是賓客的質素，所以請得越多，回唔
到本的機會可能越高都不一定。」

時時「貨比三家」

另外，他亦指，很多新人會在每一項支出中
都超出預算，這樣好易積少成多，最後超額數
以萬計。因此，他建議，不少新人在結婚的2年
至3年前開始存錢籌備，此時不妨把預算計高一
點，同時要「貨比三家」，開始做資料搜集，例
如先由朋友親戚的經驗開始 手，之後再參加
大型的婚嫁展覽，「金價一、兩年都有上落
啦，做多點資料搜集，其實對自己亦都有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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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觀點

美國股市近日恢復升勢，因經濟數據突顯，美國貨幣
刺激計劃將在可預見的將來繼續執行，且企業季報帶來
一些好消息。建築商PulteGroup Inc公布業績後跳升，該
公司表示新屋訂單下滑的情況將是短暫的，為標普500指
數百分比漲幅最大成份股。

美國公布經濟數據顯示，最近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降
幅不及預期，但分析師指出加州申請有積壓，數據顯示9
月非農就業崗位增幅也小於預期。行業報告顯示，10月
美國製造業活動擴張錄得一年最慢速度，產出為2009年
底以來首次萎縮。美國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10月初值為51.1，為2012年10月迄今最低，9月終
值為52.8。對美聯儲將保持刺激措施的預期今年都在扶助
股市，年初至今標普500指數已經大漲22.8%。美國國會
達成協議避免債務違約並結束政府部分關門，帶動股市
出現釋然性漲勢，且市場臆測美聯儲將推遲幾個月才縮
減購債。

Twitter在其首次公開發行（IPO）中將以每股17美元至

20美元發售7,000萬股，令該公司估值達到109億美元。福
特上調全年全球盈利和利潤率預估，受助於歐洲預估改善
及第三季業績強於預期。美國投資大亨伊坎（Carl Icahn）
在致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的公開信中呼籲蘋果
馬上開始1,500億美元的股份回購，第三季業績期表現整
體而言有令人失望的地方，包括一些企業財測疲弱以及迄
今僅有53%的企業營收超過預估，低於長期均值。

在迄今已公布業績的標普500指數成份股企業中，約
68%的獲利超過預期，略高於63%的長期均值。

油市走勢看美伊磋商

油市方面，要關注美國和伊朗間的磋商，觀望何時以
及是否制裁會被解除。一旦對伊朗的制裁放鬆，就可能
推低油價。對利比亞供應的持續憂慮限制布蘭特原油跌
幅。利比亞計劃11月暫停東部Brega港口出口原油的計
劃，因電力供應問題導致減產。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美國股市恢復升勢
財技解碼

創興銀行（1111）的收購終於揭盅。越秀集團
出價每股35.69港元，較創興銀行停牌前折讓
4 . 5 7%，較8月6日披露賣盤時的水平溢價
58.98%，向創興銀行股東收購最多75%已發行股
本。越秀集團所提的收購屬部分要約，而非慣常
的全面收購。一般相信，此舉目的是要維持創銀
上市地位的同時，省卻全購後再減持出現的股價
風險。

該項交易細節公布後兩個交易日，創興銀行及
廖創興企業（0194）股價分別逆市跌6.95%和
19.20%。其他有潛在被收購機會的中小型銀行，
如大新金融（0440）、大新銀行（2356）、永亨

（0302）則分別逆市跌7.33%﹑11.77%及1.57%。
就買賣平貴而言，市場看法分歧。創興銀行於6

月底的資產淨值，於派發中期息0.14元後約每股
16.98元，而出售中環總行物業的利潤將全數派予
股東。以此計算，收購價相當於市賬率2.1倍。若

參看2008年招行（3968）以3.1倍市賬率購買永隆
則屬平，若以本港銀行東亞（0023）現時的市賬
率1.25倍看，明顯獲得較高的溢價。

買賣估值看個性

其實，買賣估值更重要的是看個性，即以被收
購對象的實力，以及交易可為雙方帶來多大的效
益等具體情況而言。而市場整體估值水平是共
性，只作一般性參考。

交易公布後本港中小型銀行股價普遍下跌，主
要是從整體估值看。這項交易估值低於事前市場
傳聞的2.4倍，市場整體估值水平因此作重新評
估，股價因而作相應調整。此外，收購者只購入
75%的股本，亦與事前估計有出入，多少帶來負
面的影響。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越秀拒全購創銀避回險

結婚是人生終身大事，有很多人都會為有個畢生

難忘的婚禮而去儲蓄。據昨日一個調查指出，本港

新人籌備婚禮的開支平均數及整個結婚平均開支估

算約為30.26萬港元，較去年增7%，另外若由2009

年的平均開支22.65萬元計，至2013年的整個

結婚平均開支更是升34%。同時，人情

亦水漲船高，高級酒樓的人情中位數

更由2011年的600元加至2013年的

800元，升幅達33%，大大跑贏通

脹，只有樓市有得比。

■記者 蔡明曄

各類婚禮項目支出
2013年平均數（港元） 所佔比例 比去年增幅

婚宴酒席 157,187 52% 7%

戒指及首飾 47,116 16% 9%

蜜月旅行 36,854 12% 7%

婚紗攝影 22,747 8% 8%

婚禮/ 婚宴攝影攝錄 11,628 4% 7%

婚紗禮服購買/租賃 9,636 3% 3%

化妝髮型 6,888 2% 7%

其他 10,535 3% 7%

總計 302,590 100% 7%    

港人人情價格指標（中位數）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高級酒店 $1000 $1000 $1000

一般酒店 $800 $800 $800

高級酒樓 $600 $700 $800

一般酒樓 $500 $500 $500

製表：蔡明曄

要預30萬結
婚
使
費
5年增34%
人情升幅更勁 兩年加三成三

香港結婚資料媒體生活易(ESDlife)昨日公佈
《2013年全港結婚消費調查》結果。

生活易行政總裁馬宗傑表示，「在近5
年的新人結婚開支每年都有所上升，
在過去5年間雖都有經歷過不同的經
濟周期，但由調查中可見亦都對婚嫁
市場沒有太大的影響。」

明年意頭好 後年「愛你一世」

他引述政府統計處資料，上年共有
超過6萬對新人註冊結婚，「以此
推算，2013年香港整個結婚消費
市場總值估計就已經高達183億
元，再次創出此項結婚調查有史

以來的新高。」他續指，明年因為是雙春
兼潤月，且2014年意頭好(愛你一世)，所以

相信來年想結婚的人意慾將會更高。
馬宗傑稱：「新人在結婚時所選擇過的公

司，近63%的被訪者表示，未來亦會在此公司
持續消費，可見客戶對這些公司都有持續消費
的傾向，可見對整個市場亦都相當重要。」
生活易於今年訪問2,025位準備於2013年至

2015年間結婚之新人，並於昨日公佈《2013年全港結
婚消費調查》結果。在調查指，「婚宴酒席」、
「戒指及首飾」、「蜜月旅行」及「婚紗攝影」

四大開支合共佔新人開支消費的88%。當
中，「婚宴酒席」仍然是最高消費項目，
每對新人平均花費15.71萬元，市場生意估

值達95億；其次為「戒指及首飾」，平均消費4.71
萬元，市場總值估計29億元；第三位屬「蜜

月旅行」，平均消費3.68萬元，市場總值估
計22億；第四大消費為「婚紗攝影」，每對
新人平均花費2.27萬元，市場總值估約是
14億，跟往年一樣。

四大婚禮開支 酒席最多

另外，最多人關心的人情方面，是
次全港結婚消費調查亦同時了解人情市場。
報告指出，高級酒店、一般酒店及一般酒樓
的人情中位數維持不變，分別是1,000元、800元
及500元。當中值得注意的是，高級酒樓的
人情中位數每年均錄得升幅，由2011年的
600元加至2013年的800元，已追上一般酒
店。馬宗傑笑指各位近日將會參加婚宴的朋

友，記得好好更新自己的人情價格指標。

擺酒場地 酒店成新寵

「婚宴酒席」佔結婚總支
出近52%，在今次報告發
現，一向較受大眾歡迎的
酒樓場地，5年來首次錄
得 下 跌 ， 由 2 0 1 2 年 的
59%，跌至2013年的54%。
相反，酒店、會所及其他婚宴

場地，則由去年的41%
升至46%。生活

易研究經理繆
志華指，相信
酒樓今年鮮有錄

得下跌的主要原因是
高級酒樓價格每年上調，
收 費 逐 漸 逼 近 一 般 酒
店，加上近年不少新酒店落成，新人選
擇相應增加，因此相比之下，新人可能
會選擇服務較全面、品牌形象出色的酒

店設宴。

開支承擔 港男 三分二

■生活易行政總裁馬宗

傑。 蔡明曄 攝

■生活易內容管理編輯

陳美儀。 蔡明曄 攝

花費難頂 73%新人未洞房先鬧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