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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區柏秋）強積金（MPF）推出俗稱「半自由行」

的僱員自選安排，本周五（11月1日）將滿一年。積金局行政總監陳唐芷

青昨表示，一年來近三成即138隻基金下調收費，減幅最大達44%或80點

子，令打工仔一年節省2.5億元的基金管理費；截至9月底有8.9萬人申請

「轉會」。另外，她又透露正構思一個適合普通打工仔的「核心基金」，會

有績效及收費管控，讓打工仔作簡易之選，預計明年上半年諮詢公眾。

保守基金有特別收費安排

光控合資建私募股權基金

傳新地籌50億5.5年期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光大控股（0165）
昨宣布，該公司與以色列私募基金Catalyst股權管理
有限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組建一支面向以色列
項目或與以色列項目相關投資機會的私募股權基
金。

該基金的募資規模為2億美元，並視市場反應或將
規模擴大至3億美元。該基金將由光控與Catalyst通過
合資組建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將主要投資於
成長中期至成長成熟期的未上市企業，要求被投企
業需擁有一定的創新技術且邁入國際市場，同時又
有以拓展大中華區市場為導向的增長策略或業務活
動，或能夠提供在大中華區有巨大潛在商業價值的
產品或服務等條件。該基金將重點關注農業科技、
能源、工業／製造業、醫療健康、水處理、媒體、
電訊等領域的投資機會。

淘寶續辦光棍購物狂歡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淘寶網平台1111購

物狂歡節今年繼續舉辦，將於11月11日（俗稱光棍
節）以低至五折的折扣吸引淘寶迷購物。淘寶稱，
今年更首次特設雙十一香港專場，為香港消費者推
出多重購物優惠。

淘寶網平台1111購物狂歡節於09年開始舉辦，去
年有關促銷活動的總交易額達到191億元（人民幣，
下同），打破美國最大的網上購物節網絡星期一

（Cyber Monday）12.5億美元（約78億元人民幣）的
成交紀錄。

淘寶表示，今年1111購物狂歡節網羅多達2萬多家
天貓平台的商戶參與，參與商戶將於11月11日凌晨
12時開始以低至五折的最優惠價格促銷精選產品。
另外，淘寶更首次特設雙十一香港專場，為香港消
費者推出多重購物優惠，包括集運紅包：凡於11月4
日至8日登錄支付寶帳戶，即可獲得價值5元的國際
轉運平台運費紅包，名額共3萬個；增值紅包：新舊
用戶在10月30日至11月10日期間在7-Eleven便利店購
買並增值500元或1,000元支付寶購物卡，即有機會贏
取價值10元或20元支付寶紅包於11月11日當天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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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361度
（1361）昨宣布與北歐運動及戶外體育用品
公司One Way Sport成立合營企業，組成中
蘭體育品牌。根據合作協議，公司旗下361
度投資和One Way Sport持有分別70%及
30%股權。首期將出資1,200萬元（人民
幣，下同）以共同發展內地市場的自行車
類、冬季及戶外產品。目標客戶為省會級
以上城市的中高級消費群。

未來3年開150門店

361度將負責合營企業的日常營運及管
理，One Way Sport則負責提供產品設計及
研發方面的支援。361度總裁兼執行董事丁
伍號指，看好自行車業務，認為內地的環
保節能概念大有可為。合作品牌將在未來3
年開設150家門店，但未有資本開支的預
算，預計未來平均單價1,500至15,000元。

問及公司明年春夏訂貨訂單金額跌8%
時，首席財務官蔡敏端指，由於新增的補
單制度可使零售商稍後再加訂單，故暫時
訂單金額下跌。截至9月底店舖總數7,569
間，特許零售店第三季淨減少257間，現時
自營店及代理店比例8比2。

三成基金下調收費 8.9萬人「轉會」

打工仔半自由行年慳2.5億

陳唐芷青昨表示，MPF半自由行推出
一年來，整體基金收費已由年前的

2.1%下調至9月底的1.72%，降幅達18%，
市面上有138隻即三成基金屬「低收費基
金」，管理費少於1%或開支比率低於
1.3%。為增加透明度，積金局由昨日起，
更將該所有「低收費基金」上載至積金局
網站，並會定期更新，方便打工仔查閱及
比較這些「平價之選」。

研推強積金全自由行

據積金局統計，半自由行推出以來，受
託人共接獲8.9萬份「轉會」申請。陳唐
芷青否認轉會人數較預期少，指局方從沒
就此設立目標，半自由行只是MPF改革的
第一步，目的是賦予僱員自主權，局方認
為轉會效率及大眾對半自由行的認知程度
更重要。她指，在過去11個月，受託人平
均需時3至4星期就可完成轉會，比原先預
計的6至8星期短了一半。由於再過兩個
月，打工仔又有一次可以轉會的機會，局
方將加強宣傳。

她稱，積金局接下來會 力研究強積金
全自由行，包括考慮不同方案的成本及效
益，預計在2015年將建議提交政府考慮。

擬設核心基金助選擇

陳唐芷青又透露，目前市面上有超過
400隻強積金基金，打工仔花多眼亂，甚
至有部分打工仔沒有作出基金選擇，他們
的供款就會落入受託人的「預設基金」，

但這些基金的條款各異，回報差別亦可能
較大。因此，局方正構思設立「核心基
金」，讓一些不熟悉投資，或不知道應選
擇哪些基金，以及那些沒有作出選擇的打
工仔，可透過簡易方法作出投資選擇。相
關「核心基金」的收費會受到管控，同時
亦需有一套適用一般打工仔的投資策略。

她指，根據構思，核心基金的投資方式
是混合資產基金，甚至是人生階段基金，
即資產分配會隨 打工仔的年紀自動調
整，如年紀愈大，股票比例漸減，以減低
風險。至於核心基金應由哪家機構運作，
及其他具體細節，暫時未有定案，重點是
基金條款須有明確標準，令打工仔易於理
解；更多供款流入亦令基金規模可擴大，
以降低行政費用。局方計劃未來數月會就
構思向業界收集意見，明年上半年將建議
諮詢公眾。

僱員整合帳戶進度好

此外，在推進僱員整合個人帳戶方
面，局方指，由今年9月底起，受託人已
陸續向擁有4個或以上帳戶的18萬打工仔
發信，至今發出8萬封信，並收到1,200人
遞表整合戶口。積金局營運總監及執行
董事羅盛梅認為整體進展不俗，並指局
方亦有派員落區，協助市民查閱強積金
戶口數量及解答疑問。她料年底前會完
成發信工作，希望透過簡易表格及宣
傳，鼓勵打工仔拼合戶口，以便管理更
有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區柏秋）

就昨日有政黨調查指，在半自由行
後有強積金基金的「行政費」不減
反增，其中加幅最高的5隻基金，
收費增加1.6倍至2.9倍。積金局對
外事務主管陳利碧衡回應指，不清
楚相關調查的取樣標準，因為「行
政費」只是基金管理收費內的其中
一部分，部分基金的行政費提高，
是否代表基金的收費就提高，要具
體查閱相關基金才能評論。

她又補充，早前亦有報道提及有
部分基金的收費提高，查實是因為
部分保守基金有特別收費安排，即
其某個月的回報相等，或低於該月
銀行公會的「訂明儲蓄利率」（俗

稱紅簿仔息率）的利息回報，受託
人在該月便不能收取任何行政費
用。反之，若投資回報高於該月的

「訂明儲蓄利率」，便可收取回報與
上述利率的差額作行政費，但費用
不可高於銷售文件中訂明的水平。

高風險基金管理費高

積金局行政總監陳唐芷青亦指
出，半自由行之後，局方亦發現有
部分打工仔喜歡選擇高風險的基
金，一般而言，這類基金的管理費
亦較高，這些打工仔付出的管理費
就可能比以前為多，但這是由於不
同基金的收費有別，而非受託人提
高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

銘）市傳新地（0016）正籌辦
一筆5.5年期貸款，綜合收益
介乎130至140個基點。湯森路
透旗下基點引述消息人士表
示，新地要求最低承貸5億港
元，期望貸款總額至少達到
50億港元（6.45億美元），並
計劃下月中之前組建牽頭行
團隊，然後啟動聯貸階段。

消息指，新地從9月開始就
與銀行磋商，要求定價低於

地（0012）的5年期貸款，
後者的綜合收益為135個基
點。不過，鑒於目前數家頂
級企業進入貸款市場籌資，
並且臨近年底有些銀行可能
已達全年目標，130至140個基
點的意願定價難以籌到貸
款，市場質疑新地貸款案可

否成功。
同時，新地亦計劃為上海國

金中心商場尋求再融資。交易
將為新地2011年1月取得的49
億元人民幣（8.05億美元）3
年期貸款提供再融資。而2011
年的貸款是為2008年1月為上
海國金中心項目取得的47億元
人民幣3年期貸款再融資。

謝瑞麟半年多賺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

受惠於中國大媽的搶金潮，謝
瑞麟（0417）半年純利升55%至
4,756萬元，營業額升28.3%至
21.29億元。每股基本盈利23
仙，每股擬派息2.2仙。

主銷足金產品毛利率跌

期內公司整體毛利率由47.4%
下跌至43.1%。謝瑞麟主席兼行
政總裁謝邱安儀解釋指，這是
由於銷售組合重點轉至利潤較
低的足金產品以致毛利率下
跌，但其他產品可抵償足金產
品的低利潤，足金產品亦有助
吸引人流，同時帶旺珠寶業
務。因現時高價珠寶市場改
變，近月1卡以上的珠寶營業額錄單位數下跌。公司未來 重發
展大眾化足金業務。

謝邱安儀表示，公司上半年同店銷售錄雙位數增長，預計下半
年保持理想增長。期內於將軍澳及澳門分別開設店舖；下半年增
兩店，將於尖沙咀中港城及屯門V City開張。內地現時已開逾
180間店舖。上半年已開8間店舖，下半年亦會再增開5至7間。

問及公司如何應對金價波動，首席財務總監黎子武指，公司的
足金儲存量不會太多，金價波動對公司未有太大影響。

TCL多媒體夥IMAX拓影院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 TCL多媒體

（1070）昨與娛樂科技公司
IMAX Corporation簽訂合資公
司協議，成立「TCL-IMAX

娛樂有限公司」，各佔50%股
權，將於2015年起在中國內
地以至世界其他選定市場共
同開發、生產及銷售全球頂

尖的影院系統。合營公司將
會提供「硬體、軟體、服務
和內容」端對端智能家庭影
院娛樂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保利協鑫擬入股森泰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

安）保利協鑫（3800）宣布與
森泰集團（0451）訂立無法律
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擬認購

相當於後者已發行股本約29%
的新股，以及可換股債券，建
議交易的總金額為18億元。

保利協鑫將按每股4元認購

森泰集團的新股，認購價較
森泰集團收市價7.56元折讓
47.1%。至於可換股債券的換
股價亦為4元，不附帶利息。

■俗稱「半自由行」的強積金僱員自選安排周五推出滿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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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獨家試愛

11:00 大佬愛美麗
1:05 惡男事件
2:55 家有囍事2009
4:55 情義我心知
6:50 東成西就
8:55 家有囍事

11:00 大上海
1:25 食神
3:15 無間道III終極無間
5:45 殺手之王

9:00 快樂漢語
9:15 大劇場 別問我是誰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
10:12 大劇場 別問我是誰
10:58 請您欣賞：河南雲台山風

光
10:59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20 快樂驛站 中國古樹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
2:15 電視劇 特殊爭奪
3:00 電視劇 特殊爭奪
3:45 請您欣賞：河南雲台山風

光
3:47 中國古樹
4:00 中國新聞
4:10 百集大型系列片「客家足

跡行」
4:30 百集大型系列片「客家足

跡行」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時段導視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光榮大地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體育在線
10:45 快樂漢語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時事縱橫
8:30 時事內幕追擊
9:00 瘋狂馬特
9:30 消防員阿森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
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看中國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我係阿發仔
4:30 奇幻寶貝
5:00 動物通通識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韓國勁歌傳真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全球化雜誌
8:30 雙雄搭橋 - 中印互補
9:00 洩密風暴 上

10:00 Warner Music Power
Station 

10:05 火山守門人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洩密風暴 上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雙雄搭橋 - 中印互補
1:20 全球化雜誌
1:50 火山守門人
2:50 Music 120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無翡翠台 亞視本港台

無劇集台

無明珠台 亞視國際台

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2:00 體育王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30 體育王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有線電影1台

今日電視節目表

9:00 粉愛粉愛你
10:00 拜托機長
11:05 美人龍湯
12:00 白色榮光3 
1:00 粉愛粉愛你
2:00 美人龍湯
2:45 拜托機長
4:00 白色榮光3 
5:00 粉愛粉愛你
5:45 拜托機長
7:00 美人龍湯
8:00 白色榮光3 
9:00 粉愛粉愛你
9:45 拜托機長

11:00 白色榮光3 
12:00 美人龍湯
1:00 拜托機長
2:15 粉愛粉愛你
3:00 白色榮光3 

(節目內容如有更改，以電視台臨時公佈為準。) (星期四)2013年10月31日

有線體育台J2數碼頻道

9:00 星星寵物家
10:00 兩個爸爸
11:00 80後環遊世界
12:00 姊妹淘
12:30 Big Boys Club  
1:00 善良的男人
2:00 狙魔人VII  
3:00 藝宅門
3:15 流行別注
3:45 讀上癮
3:50 世界正美麗
4:45 飲食男女
5:15 姊妹淘
5:45 藝宅門
5:55 忍者小靈精
6:25 向銀河開球
7:00 娛樂新聞報道
7:30 兩個爸爸
8:30 台灣第一等
9:30 覓食天下

10:00 姊妹淘
10:30 善良的男人

9:03 一套導視
9:07 天天飲食
9:22 一套導視
9:27 電視劇 打狗棍

10:17 電視劇 打狗棍
11:07 電視劇 打狗棍
11:54 一套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一套導視
12:35 今日說法
1:10 一套導視
1:13 電視劇 正陽門下
1:59 一套導視
2:04 電視劇 正陽門下
2:50 一套導視
2:55 電視劇 正陽門下
3:41 一套導視
3:46 電視劇 正陽門下
4:32 一套導視
4:36 生活提示
4:44 一套導視
4:47 第一動畫樂園
6:56 一套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7:59 一套導視
8:04 電視劇 前情提要《陳雲》
8:08 電視劇 陳雲
8:56 一套導視
9:01 電視劇 前情提要《陳雲》
9:05 電視劇 陳雲
9:56 一套導視

10:00 晚間新聞
10:30 一套導視
10:32 電視劇 薛平貴與王寶釧
11:19 一套導視
11:20 電視劇 薛平貴與王寶釧
12:06 一套導視
12:08 電視劇 薛平貴與王寶釧
12:54 特別節目 中國漢字聽寫大會
2:30 特別節目 2013一起聊聊
3:10 動物世界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