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 文匯財經財經新聞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副刊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5年5月7日（星期四）

形象大平反 港青最驚冇工做
關心家庭清楚責任 逾90%人憂柴憂米憂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對於英國提高銀行
稅，繼周二承認正研究遷冊的可行性，匯控（0005）
行政總裁歐智華昨日於分析員會議上批評，英國徵收
銀行稅表明並不接受環球銀行經營模式，至於遷冊會
否以香港作選址，他相信本港在內地經濟支持下，亦
是有實力的經濟體，而且監管當局完全有能力監管匯
控整個集團。
歐智華指，英國政府提出的銀行稅，今年就要增加

4億元（美元，下同）開支，並且視乎大選結果，可能
額外增加4億元開支。此反映英國已經表明並不歡迎
匯控的環球銀行經營模式，因此有需要檢討總部選
址，未來數月將決定是否搬遷倫敦總部。

再次肯定本港監管當局能力
有關由英國遷冊至香港的可行性，歐智華稱表面上

香港的經濟體相對較細，但相信在內地經濟支持下，
宏觀而言亦是具實力的經濟體，稱把匯控資產規模與
本港生產總值比較是放錯焦點。同時，他又再次肯定
本港監管當局有能力監管匯控整個集團。
另外在會議上，投資界關注匯控漸進派息政策是否

已經出現轉變，歐智華重申派息政策並沒有改變。
匯控首季業績勝預期，稅前利潤不跌反升，按年升

4%至70.59億元，但券商昨日發表報告，普遍認為其
業績質素一般，對其前景保持觀望。德銀指，匯控首
季稅前盈利超出預期，但基於英國銀行徵費等不利因
素，仍將匯控全年每股盈利預測下調3%，維持持有評
級，目標價68港元不變。美銀美林亦指，前景仍然複
雜，維持跑輸大市評級，目標價同樣是68港元。期內
貸款減值撥備按年減少29%，成滙控季績增長的主要
支持。但摩通指，中銀香港（2388）表明資產質量壓
力持續，以及內銀股的不良貸款續按季增長，故摩通
對匯控減少撥備感到意外。

高盛排眾議撐匯控重組力度
匯控業績亦主要靠俗稱「炒房」的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
（GBM）業務支持，不過花旗指出，除歐洲外，其他地區表現
平平。惟獨是高盛稱繼續相信匯控重組工作的力度，及更廣泛
的戰略評估可增加回報，釋放價值，並成為股價的催化劑。該
行維持匯控「買入」評級，目標價83港元。
另外，德銀稱，市場焦點將會在匯控6月9日舉行的策略日，

市場將關注成本、回報改善、未來企業結構等。該行指，集團
正面臨挑戰與機遇，匯控今年將接受英國審慎監管局對英國銀
行及集團分部的壓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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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日宣布，硬幣收集計劃下兩輛「收銀
車」新的服務日程表，羅列了直至今年9月20日的服務地點。日
程表及其他有關資訊載於金管局網頁 (coincollection.hkma.gov.
hk) 。

累收集7800萬枚硬幣
硬幣收集計劃自2014年10月份推出以來，兩輛「收銀車」已

服務十八區三個循環共87,000名市民，期間收集了共7,800萬枚
硬幣，總面值7,700萬港元。收集到的硬幣會回流市面滿足市民
需要。
「收銀車」在既方便市民又不阻礙交通和行人的地點服務市

民，並盡可能利用有合適電力供應裝置的地方，例如康文署流
動圖書館服務點，從而減少使用收銀車的備用發電機，符合環
保原則。在揀選服務地點的過程中，金管局考慮了區議會及市
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亦有徵詢運輸署及警務處。
硬幣收集計劃屬試驗性質，為期兩年至2016年9月。金管局會

不時檢討計劃成效，並按時更新服務日程表以便預早通知市民。

金管局宣布收銀車日程表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日解決了涉及Descartes Athena
Fund SPC的法律程序，使約340名被指遭該已倒閉的私人對沖
基金詐騙的海外投資者，得以在證監會所追回的191,360,215元
資產的分發安排中取回他們的部分投資金額。
證監會曾在2009年4月展開緊急的法律程序，凍結Athena

Fund的資產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證監會指Athena Fund及其
基金經理藉發出據稱來自一家大型會計師行的虛假文件，及藉
向投資者發送虛假戶口結單和認購合約詐騙他們，並指Athena
Fund的資產已被耗散。

指Athena Fund涉嫌公然欺詐
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施衛民表示，證監會認為Athena

Fund涉嫌公然欺詐，凍結資產的行動阻止了違規者將有關資產
據為己有，並將使大多數投資者得以取回絕大部分的投資金
額。
證監會法律程序所針對的其他被告包括Athena Fund的兩家

營運機構和相關公司，即Descart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阜豐環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和Descartes Finance Lim-
ited。證監會繼採取初步行動後，追查到Athena Fund的資產已
轉移給NBS Limited。證監會其後向法院進一步提出申請，要求
凍結由NBS所持有、不超過該等證券價值的資產。

證監會為對沖基金客戶追回1.9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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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 月尾進行，網上訪問了
1,006名年齡介乎23至 35歲的受訪
者，有94%受訪者均表示對個人財政
狀況及生活感到憂慮，但只有17%受
訪者每月預留固定儲蓄金額，而他們
平均收入每月19,000元。

其次是怕患上嚴重疾病
他們對財政及生活感徬徨，其中以
擔心工作不穩最多，佔46%；其次是
怕患上嚴重疾病導致額外開支，有
45%；另外有37%受訪者憂慮將來沒
有足夠退休儲備。

91%受訪者有儲蓄習慣
儲蓄方面，有91%受訪者有每月儲

蓄習慣，但只有17%會每月預留固定
儲蓄金額，平均佔收入比例20%，而
不固定金額儲蓄及間中儲起剩餘金額
的受訪者，分別是38%及36%。另

外，雖有79%受訪者會預留應急儲
備，但只有35%會預留多於3個月的
生活開支，預留至少3個月生活開支
則有44%。
香港永明金融行政總裁夏哲偉表

示，香港八、九十後青年一向被視為
無憂無慮的一群，是次調查結果清楚
顯示他們可能被誤解。香港青年不但
關心家庭，亦清楚明白自己要負的責
任，更留意到財政上的挑戰，因而為
未來擔憂。
調查又顯示，受訪青年中有93%人

指人壽保險對其重要，其中72%受訪
者已購買人壽保險，平均為24歲左
右，36%受訪青年認為，購買人壽保
險可為家人提供財政保障，32%人是
為了儲蓄。
雖然受訪青年希望購買人壽保險作

保障，但卻對此認識不深，僅36%青
年認為自己對人壽保險有足夠認識，
普遍受訪者認為保額為每年收入的6

倍已足夠提供保障，但業界一般建議
保額約每年收入的10倍。

永明金融：投資計劃宜長線
對於最近股市暢旺，夏哲偉表示，
不少投資者調整強積金投資方案，加
重香港股票基金的配置，惟他認為不
是惟獨青年才有投資配置上的調整，
他認為港人一向熱衷港股市場，他又
提醒投資者，股票波幅大，而且具風

險，需小心投資，又建議八、九十後
青年，需有長線及風險穩定的投資計
劃，才可解決他們所面對挑戰。
調查中逾7成受訪者須供養父母，

並將薪金的10%-20%撥作家用。夏
哲偉表示，供養父母的趨勢有下跌
跡象，提醒年輕人應及早儲蓄，為
退休做好準備。另外，對於青年的
憂慮，夏哲偉寄語青年要「享受生
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黃萃華）八、九十後的香港

青年人，多被認為不憂衣食，喜歡享樂，無心工作。永明金融

昨公布香港青年理財認知調查結果卻對港青形象大平反，超過

9成的受訪青年都憂柴憂米憂退休，其中擔心工作不穩的佔

46%最多；同時有72%的受訪者須供養父母，並預期於未來三

至五年會繼續供養，「俾家用」佔薪金10%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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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港人投資進取：53%揀炒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霸菱資產香港及
中國股票主管羅瑩昨在記者會上表示，長遠看好A
股走勢，雖然目前部分創業板及中小板的股份估值
過高，現時整體A股估值仍在正常水平，中國處於
改革的新常態，需重新估值。但她未有透露A股增
長空間。
被問到目前港股是否A股化，她認為現時港股仍
然是由海外資金及機構投資者所主導，較A股市場
更國際化。但是港股將來受A股及內地散戶投資者
影響愈來愈大，同時，A股市場受到機構投資者佔
比增加及外資流入而影響。另外，霸菱的香港中國
基金持有A股的比重不高，主要由於缺乏QFII額
度，至於新推出的大中華股票基金或會透過滬港通
投資A股，但現時該基金的A股持股佔比少於
1%。

霸菱資產管理推出首批香港註冊基金，分別為環
球多元收益基金、歐洲股票收益基金及大中華股票
基金，三項基金於今年3月底獲證監會批准。今日
起接受認購，最低投資額為一萬元，管理費為每年
1.25%至1.5%。

推首批三隻香港註冊基金
霸菱亞洲區（日本除外）行政總裁黃祖耀表示，
是次在香港推出首批合共三項本地註冊的基金，主
要考慮到市場對以人民幣計值的投資產品需求日益
增長，三項基金特設人民幣對沖類別，投資者可透
過人民幣逐漸國際化而達致資本增值，除了分散匯
率波動所帶來的投資風險。亦可把握未來中港基金
互認的機遇。
他續指，推出相關基金是因為環球低息環境為股

市帶來機會。而歐洲企業股息率較高，估值較其他
已發展市場的股市吸引。另外，內地消費增長、中
產人口增長，促進相關行業發展，而滬港通和正籌
備的深港通，有助開放內地股市，支持經濟長遠增
長，認為內地股市估值具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 賭收連跌11個月，濠賭股弱勢
難扶。澳門電台昨報道，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
特表示，澳門已經展開博彩業中期評估工作，他強
調中期評估與會否增加賭場或賭牌沒有直接關係。
評級機構穆迪則指，澳門博彩業收入下降不利博彩
公司信用評級。受到相關消息影響，濠賭股昨日再
下瀉，其中銀娛（0027）跌 2.92%，永利澳門
（1128）跌1.82%。
梁維特表示，已正式展開博彩業中期檢討工作，

中央沒有向澳門特區發出任何指示，澳門會實事求
是聆聽社會意見。他稱，博彩業中期檢討與會否增
加賭場或賭牌沒有直接關係，重申中期檢討就如體
檢，讓博企清楚身處何方及未來去向。他期望中期
檢討的研究團隊今年內掌握所需要的文件資料，博
彩業中期檢討報告何時完成則要視乎初期檢討情
況。
另據《澳門日報》引述梁維特表示，賭收調整是
受綜合因素影響，目前還未看到包括外圍經濟環境

以至內地銀根等綜合因素本質上有很大改變。期望
藉着博企的非博彩元素更到位，以致澳門旅遊吸引
力更豐富，補充旅客量。至於本月開幕的博企項目
申請的賭枱，目前仍在研究，將以綜合因素作考
慮。

博企新項目開幕料增吸引
梁維特表示，留意到四月初有五天假期，內地旅

客未必到澳門，反而到日韓等地出遊，與澳門形成
客源競爭。剛過去的五月一至三日因假期不長，更
多旅客來澳，故可能短假更利澳門吸引客源。未來
博企新項目開幕，從而增加吸引力，有望延長客
留。
本月開幕的博企項目申請賭枱數目，目前正在研

究，他重申賭枱申請將以綜合因素考慮，包括新增
賭枱要符合一三年起未來十年年均增長3%的要
求；博企非博彩元素的投入、推動澳門成為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所起的積極作用、博企市場競爭力，以

及帶動中小企業共同參與等。
鑒於賭收持續減少，會否影響澳門每年的「派
錢」金額，梁維特承認，如果今年財政盈餘比過往
少，明年度現金分享金額改變的可能性存在，當局
希望努力爭取財政平衡甚至有盈餘。
穆迪昨則在公告中表示，中國經濟減速以及政府

反腐行動，導致了澳門博彩業收入持續下滑。該行
預計今年餘下時間，澳門整體博彩毛收入將維持走
低態勢；料同比下降25%-30%。而賭收入持續下
跌，對賭業股的信貸評級有負面影響。

博彩業展中期評估 賭股再瀉 濠賭股昨跌勢全面
股份 收市價(元) 跌幅(%)
銀河娛樂(0027) 38.20 2.92
新濠博亞(6883) 52.65 2.86
澳門勵駿(1680) 2.90 2.03
永利澳門(1128) 16.16 1.82
美高梅(2282) 15.18 1.56
新濠國際(0200) 13.08 1.51
金沙中國(1928) 32.75 1.21
澳博控股(0880) 10.02 0.60

■霸菱香港中國股票主管羅瑩（右）及亞洲行政總
裁黃祖耀。 張偉民 攝

霸菱資產：A股仍處正常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每個人都希望可
以過一個安穩的晚年，更希望退休金可以養過世，
理想與現實是否相符？德盛安聯昨公布退休信心調

查結果顯示，退休人士的投資策略較上班一族更進
取，有53%的退休人士揀炒股，上班族僅38%人揀
炒股。不過，大部分受訪者都準備退休後要勒緊褲
頭，才可維持退休後的生活，更認為退休儲蓄僅可
維持13年的退休生活。
調查報告顯示，港人心目中對退休生活與現實出

現差距，上班一族受訪者認為理想的退休金金額為
450萬元，較去年490萬元有所減少，即使受訪者
面對現實下調理想的退休金金額，但仍與預期可累
積的金額297萬元，相差153萬元，而已退休的受
訪者，理想與現實的退休金金額亦相差104萬元。
未知是否因為股市處於牛市，雖然上班一族與退

休人士均「懶理」退休計劃，但論到投資策略，退
休人士就較上班一族更趨於兩極化，有53%的受訪
退休人士選擇炒股，同時還選擇定期存款的退休人
士也有53%；而上班族則有38%人揀炒股，37%人
揀定存。

55%受訪者稱減少生活開支
受訪者預期的退休年齡平均為61.4歲，較去年的
59歲多3.4歲。調查指，有55%的受訪者會減少生
活開支以應付未來生活，只有40%的受訪者會選擇
於退休後繼續投資以應付生活上的開支。而上班一

族受訪者中，僅得31%有信心可實現理想的退休生
活，而已退休的人士中也只有36%認為實現了超過
一半的理想的退休生活。
德盛安聯大中華及東南亞機構業務總監余天佑

指，今年的調查報告結果反映受訪者對退休的目標
較去年現實及保守，相信是反映社會情況，生活上
開支上升，而強積金回報未能追上 ，但他提醒，
強積金表現有滯後，不宜作直接比較。

薦資金投資穩定增長基金
他又指，去年有較多人希望退休後會移民，今年

則較少，而今年結果亦反映較多受訪者以節流應付
退休後生活，他認為節流雖然重要，但開源亦同樣
重要，建議退休後將節流所得的資金，投資於有穩
定增長的基金。他補充指，集團旗下港股基金由年
初至今回報升逾20%。
對於近期股市牛市，有不少人都希望改變強積金

的部署，他表示，強積金是長期投資部署，因此不
應改變長期投資而捕捉短期波動，惟他認為，本港
及內地、以及亞洲股市的回報前景較債券為佳，可
增加股票配置，相信可提升投資者對達到理想退休
生活的信心。他補充指，暫未見有大量強積金客戶
將現有的投資配置轉到本港及內地股票基金上。

■德盛安聯大中華及東南亞機構業務總監余天佑
（左）與資深傳媒人方健儀與大家分享如何把握退
休前後的兩個「黃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