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懼恐襲 港股夜期照升

股市冧 港千萬富翁反升5%
去年每124人有1個 逾萬人仍單身

開心指數跌
計劃移民升

本港的百萬富翁及千萬富翁
人數都增加，但不開心的富豪
亦同樣增加，可見有錢並不等
於開心，開心也不盡然能夠用
錢買得到。花旗的調查報告

指，本港千萬富翁中，感到「不快樂」的佔
10%，上升6個百分點，而感到「快樂」的只有
17%，較去年大跌15個百分點。

仔細睇千萬富翁的不開心原因，主要是教

育、社福及住屋問題，這亦是本港市民目前最
為關心的三大問題。小記始終相信，理越辯越
明，市民對教育、社福及住屋問題有訴求，議
員有責任去督促政府去改革、改善，但近年所
見，一些議員及團體，非但無意推動改革，反
而百般阻撓，試問這又如何能夠解決問題呢。

當社會不和諧，成日搞事已經難賺到錢，如
果還家嘈屋閉，就算再多錢都無用，大家依然
唔開心。 ■記者 蔡競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

華）雖然去年港股大時代曇花一

現，但不少市民仍有斬獲，身家

大漲。最新調查顯示，2015年

擁有100萬港元或以上流動資產

的香港百萬富翁，同比增加

9.6%，至76.8萬人；另外千萬

富翁同比增加5%，至5.9萬人。

以本港去年底732萬人口計，每

124人就有1位千萬富翁。千萬

富翁之中，有17%即逾1萬人仍

然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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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昨發佈的《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
2015》顯示，香港百萬富翁（擁有100萬港元或

以上流動資產）至少達76.8萬人，同比增加9.6%；千
萬富翁（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流動資產）至少達
5.9萬人，同比增加5%。所有千萬富翁流動資產的中
位數為1,800萬港元。

花旗：今年人數料平穩
花旗銀行零售銀行業務主管林智剛昨表示，雖然去
年經濟環境及股市波動，但百萬富翁及千萬富翁的人
數未有減少，反而有上升趨勢。他預計，今年市況未
如理想，而千萬富翁流動資產主要受投資及工作收入
影響，因此估計今年千萬富翁人數會平穩，不會出現
大幅增多。
調查又顯示，在逾5.9萬名千萬富翁中，男性佔6成

以上。而千萬富翁中有83%已結婚，其中有76%已育
有小孩，而依然單身的有17%，當中富婆的單身率達
21%，富翁單身率為13%，即合計仍有1萬多個千萬
富翁及千萬富婆仍是單身。
林智剛表示，千萬富翁中有41%為退休人士，其次
自僱人士佔18%，行政人員及家庭主婦分別佔15%，
而目前仍有工作收入的千萬富翁中，他們月薪中位數
為11萬。而百萬富翁中，自僱人士只佔9%，較千萬
富翁少一半，他指，從事新興行業，如科技及互聯網
行業的千萬富翁未有大幅增加或明顯變化。

現金存款佔半 股票佔30%
千萬富翁流動資金中位數為1,800萬元，而他們資產
分配較多元化，接近一半的流動資產為現金及存款，
而股票則約30%，債券及基金分別佔約8%和15%。
投資方面，去年千萬富翁的投資取態相對較保守，
在各種投資產品的參與度，包括股票、存款、外匯及
債券等均有下降的情況出現，而去年千萬富翁中，有
17%人的最大回報是在股市中賺到。
調查指，最影響他們投資決定的投資資訊來源主要
是銀行及金融機構，以及社交圈子，分別佔47%，其
次是報紙或電視上的金融分析佔24%，金融資料或新
聞則佔1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去年市場出現股
災，花旗銀行昨日發表最新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
指，去年千萬富翁投資取態相對較保守，四成半的資
產配置都屬於現金及存款，只有三成屬於股票，想揸
磚頭的富翁亦增加。

存人幣大減 買基金顯增
千萬富翁們投資存款、外匯及債券等不同投資產品

的情況都有所減少，其中參與度減少最快的是人民幣
存款。人民幣去年大跌，只有63%千萬富翁有投資於
人民幣存款，較2014年大減17個百分點，其次是股票
投資，亦減少16個百分點，至80%；而外匯市場去年
亦甚為波動，外幣投資亦少13個百分點至57%。持有
基金及結構產品的千萬富翁，就分別上升至53%至
20%。

仍看好股市 年底料見22000
雖然今年股市開門黑，但千萬富翁對股市看法不太

負面，他們預計恒指年尾會見22,000點，即較水平看
升6.45%。
另外，有63%千萬富翁認為樓價會在未來兩年下

降，較去年多10個百分點，而認為樓價會平穩及上升
的則分別佔26%及11%。

樓價兩年內看跌 無損買樓慾
雖然預期樓價下跌，但他們對購入物業意慾有增

無減，去年約6%千萬富翁表示曾購入至少一處物
業，大部分物業都作自住用途，而有11%千萬富翁
表示目前仍會入市，較去年多5個百分點，並表示
對入市不感興趣的千萬富翁則由去年75%，微跌至
7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愈有錢未必愈開
心，花旗香港昨日公佈的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就表
示，香港千萬富翁開心指數由32%減至17%，其中對
教育制度最感不滿。有14%人計劃未來五年移民，增
加了3個百分點。
千萬富翁的開心指數，不快樂的佔10%，上升6個

百分點，而感到快樂的千萬富翁只有17%，較去年大
跌15個百分點，其中有42%不滿本港教育制度，按年
多4個百分點，其次是社會福利，佔28%，較去年多
10個百分點，而對居住環境不滿的有25%。

最關注教育制度
花旗銀行零售銀行業務主管林智剛稱，千萬富翁中

普通已婚亦有子女，因此教育制度自然成為他們最關
注的範疇。而調查又顯示，有14%富翁未來五年打算
移民，按年增加3個百分點。林智剛表示，教育制度
不是移民的單一原因，相信令他們移民原因有很多，
教育制度只是其中之一。而他們主要希望移民的地方
是台灣、英國、加拿大及澳洲。
另外，在職的千萬富翁理想退休年齡是62歲，超過

三分二的千萬富翁擁有強積金或公積金以外的退休計
劃，有93%的千萬富翁有信心於退休後維持生活的水
平，預計退休後每月支出7.6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外圍造好下，恒指高
開逾80點，但已是全日最高位，其後在欠缺利好消息
下，港股出現回吐，恒指收報20,666點，跌17點，結
束連續3個交易日的上升，成交658億元。港股收市
後歐洲又出現恐襲，夜期表現平穩，收市更升36點，
低水23點。分析員相信，恐襲消息對本港的影響不會
太大。國指跌28點報8,900點，地產股大致向好，但
恒地系全線下挫。
美股開市後一度跌逾80點，至中段倒升。ADR港股
比例指數下跌51點，報20,615點。其中，匯控(0005)
ADR折合每股報49.75港元，較港收市跌0.51%；中移
動(0941)則升0.55%，港交所(0700)亦升0.58%。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恒指下跌主
要由於早前連升多日所致，故昨日只是稍作回吐，大
市基調仍穩中向好，不過，投資者在復活節長假前普
遍傾向觀望態度，相信短期獲利盤也會壓抑大市，

他料恒指在20,300點有支持。

私化通過 新中曾爆升43%
特首再表示暫無樓市「減辣」計劃，但地產股照

升，長實(1113)受回購支持，升4.4%，成為升幅第二
大藍籌。新世界(0017)及信置(0083)升近1%。新世界
中國(0917)私有化獲通過，午後突被挾升43%，高見
11元，遠高過私有化作價每股7.8元41%，最終升幅
收窄至23.7%，收報9.5元。

重組幻滅 恒地系全線回吐
不過，剛公佈業績但未有重組計劃的恒地(0012)系

則顯著回吐，恒地跌4.1%，香港小輪(0050)及港華燃
氣(1083)齊跌2.4%，美麗華(0071)跌1.6%，煤氣(0003)
跌1.7%，恒基發展(0097)跌幅更達4.4%。葉尚志表
示，恒地主席李兆基日前表明不會私有化恒地，以及

不會向股東分派煤氣股份，甚至重組。在恒地系重組
憧憬破滅下，該系股價跑輸大市。
油價上漲加上獲法巴升級至「買入」，昆侖(0135)
升近6%，成為最佳藍籌，但穆迪擔心該股去年業績
差，對其A1的評級構成壓力。

半新股波動 創業板股瘋炒
半新股市場沉寂一段時間後，自從新一代「超購王」
劍虹(1557)登場後，氣氛又回復熱烈，該股最高曾上升逾
19%見2.24元，但尾市突然急轉直下，掉頭倒插逾11%
報1.67元，惟仍較招股價0.95元高出近76%。
創業板股也「落鑊」，同仁資源(8186)午後一度炒

高逾1倍，收報0.035元，升1.1倍，成交增至1,500萬
元。寰亞礦業(8173)也大幅炒高五成，另外，環球能
源資源(8192)、無縫綠色(8150)緊隨其後，分別升近
23%及逾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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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剛預料今年投資環境仍較波動，投資者將會傾
向多元化資產配置。 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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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變保守
想揸磚頭增

■恒指結束連續3個交易日的上升，成交658億元。
中通社

有錢難買開心
��1?1?

■花旗銀行調查報告顯示，去年本港「千萬富翁」有5.9萬人，按年上升5%。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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