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買
劉先生早前有認購iBond，亦有其他投資，

認為銀債風險低，有多餘錢可以投資，幫助
分散風險。他和太太每人認購6手，指現時
市場針對長者的投資不多，基層有儲蓄但不
知如何投資。
徐先生早前沒有認購iBond，但有認購銀

色債券，表示銀債為長者而設，「明益老人
家」，相信政府不會令長者利益受損。他表示會認講8手至10手，又希望加大
銀色債券發行額，或增加發行次數。

考慮
張太表示不太了解銀色債券，早前亦沒有

認購iBond，不過認為息率吸引，會考慮去銀
行查詢。

不買
李先生表示銀色債券3年才到期，寧願考

慮派息更高的公用股。

■■李先生李先生
歐陽偉昉歐陽偉昉 攝攝

■■張太張太
歐陽偉昉歐陽偉昉 攝攝

■■劉先生劉先生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徐先生徐先生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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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記支持 銀債料超購
首日反應理想 人均認購11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政府首次發行的銀色債券昨日正式開始認購，聯席牽頭行中銀

香港（2388）全球市場助理總經理張穎思表示，首日認購反應非常理想，對比今年長者認購

iBond 6的數據，認講銀色債券的人數增長約八成，認購金額上升2倍多。她指根據昨日的認購趨

勢，一定出現超額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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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銀債各銀行豁免優惠

上商銀行

大新銀行

永隆銀行

匯豐

中銀香港

工銀亞洲

交通銀行

製表：記者 歐陽偉昉

認購手續費

✓

✓

✓

✓

✓

✓

✓

到期贖回費

✓

✓

✓

✓

✓

✓

✓

代收利息費

✓

✓

✓

✓

✓

✓

✓

提前贖回費

✓

✓

✓

✓

✓

✓

✓

託管費

✓

✓

✓

✓

✓

✓

✓

存入費

✓

✓

✓

✓

✓

✓

×

轉出費

✓

✓

✓

×

×

×

×

張穎思昨在電話會議表示，中銀香港抽
取了首日長者認購iBond 6的數字與

銀色債券比對，各個數據皆有上升。其中
認購人數增長約八成，認購金額上升2倍
多；每人平均認購11手，個別認購數目視
乎投資者本身資產而定。

「長者對銀債需求大」
對於認購反應理想，張穎思認為反映長
者對銀色債券的需求大，從認購金額亦看
到長者對債券相當受落。她昨日早上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示，銀色債券利率保證有
2%，於現時低息環境中，穩定的收息工具
對長者具有一定吸引力。她不擔心不設二
手市場會影響銀債的吸引力，預計整個認
購會反應理想。
張穎思又指，全港有110萬符合認購資格
的65歲或以上長者，參考早前iBond 6有約
6.5萬名65歲或以上長者認購，及今次發行
額30億港元推算，建議每人可以認購5手，
進取的投資者可考慮認購10手，長者可視
乎投資目的和未來資金流需要調整認購額。
不少銀行豁免手續費吸客，她提醒投資者認
購時應向銀行問清楚相關收費。

「經分行認購佔八成」
與iBond 6一樣，中銀香港提供網上、電

話和分行渠道申請，張穎思表示長者使用
分行渠道較多，經由分行申請銀色債券的
比例高iBond整體申請一倍，達到80%。
她指分行運作暢順，開立投資戶口過程順
利。她不認為7天認購期時間太短，指已
有足夠時間和渠道讓長者認購；很多長者
比較心急，在開售首日就會去分行申請認
購。
此外，張穎思指因為銀色債券是首次發

售，不比iBond有幾次往跡可尋，所以很
難預測往後的認購反應，預計每人可以獲
派多少手言之過早。

銀色債券自昨起至8月3日下午2時接受
認購，65歲或以上長者、即1951年12月
31日或之前出生的市民，可經配售銀行認
購。銀色債券每手1萬元，年期為3年，每
6個月獲發一次與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
率最低不會少於2厘。銀債不可自由轉
讓，亦不設二手市場和上市，只限向政府
贖回，除本金外取得年利率2%的未付累計
利息。
大新銀行亦表示，銀色債券首日認購反

應熱烈，每位客戶平均認購10手，即10萬
港元，主要年齡為65歲至69歲。

■ 張 穎 思
（中）指，銀
色債券首日
認購反應非
常理想。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市場上再
有強積金減收費，銀聯集團昨日公佈，旗
下「BCT積金之選」和「BCT（強積金）
行業計劃」合共11個成分基金的管理費將
會減價，平均減幅為 6%，最大減幅為
12.8%，新收費於8月1日生效，料近八成
成員，涉58萬人受惠。

「環球債券基金」減幅最大
據公司資料披露，本次強積金管理費減

價計劃中，以「環球債券基金」的減幅最

大，有12.8%，管理費由1.71%至1.72%，
減至1.49%至1.5%水平，風險及回報率為
低至中，屬於保守市場類別；「強積金保
守基金」亦有較大的減幅達11%，當中的
管理費由原本0.99%，減至0.88%，風險及
回報率為低水平，屬保守市場類別。現時
較多投資者選擇的為「混合資產基金」，
管理費將會由原先1.57%或1.625%，減至
1.55%，風險及回報率屬低至中水平，不過
相比「環球債券基金」，此組合相對比較
進取。

銀聯集團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劉嘉
時表示，集團將於8月成為政府的強積金
服務提供者之一，為期10年。不過她強
調管理費下調與此事無關，目前集團的
市佔率逾6%，排名第六，雖然她未有透
露成為政府服務提供者之一對市佔率上
升的影響，但希望將來市佔率可攀升至
第五名。
劉嘉時又透露，今次減價將會分階段進

行，並不會有大幅下調的計劃，且無意調
整至積金局早前所推的「預設投資策略」
（DIS）0.75%水平，因為投資者選擇強積
金投資組合時，管理費只是其中一個考慮
因素。她預料，明年上半年推出的DIS約
有一成人參與。

英「脫歐」刺激成員「轉倉」
談及英國「脫歐」對業界的影響時，劉

嘉時指，英國脫歐刺激不少成員「轉
倉」，6月的轉倉人數增加三成，主要由歐
洲市場轉到亞洲保守市場，不過現在已回
復至正常水平。她指「除非投資者真的很
怕，否則一動不如一靜」，強積金始終是
長線投資，未必需要因市場短期波動而轉
倉。雖然現在對歐洲市場評價較負面，不
過她覺得「歐洲始終不會冧」，只要謹慎
選擇，尋找有價值的投資項目，歐洲市場
依然值得投資。

■劉嘉時（左）
指，目前集團
的市佔率逾
6%。

張美婷 攝

內地走資不絕 QDII基金即日售罄

銀聯降11成分基金管理費

香港文匯報訊 在新一輪人民幣貶值預期
下，又有跡象顯示內地投資者開始追逐海
外資產，不單港股通累計額度餘額被快速
消耗，已跌穿500億元人民幣，QDII基金
亦受捧。華夏基金管理公司本周一推出的
一個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債券基
金發行，當日便售罄。
據華夏基金網站消息，25日起發售的華
夏大中華信用精選債券基金在次日就不再接
受認購申請。公司在此前的發行推介中稱，
這隻基金將投向境內外中資企業信用債。華
夏未明確透露該隻QDII基金的募集規模，
但根據該基金的招募說明書，自基金佔有率
發售之日起3個月內，在基金募集佔有率總
額不少於2億份、募集金額不少於2億元人

民幣且基金認購人數不少於200人
的條件下，基金管理人可決定停止
基金發售。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

劉東亮表示，「大家對人民幣貶值
還是有擔憂的，所以對外幣資產的
配置需求比較高，對QDII產品也
就水漲船高。另外一方面，國內投
資回報愈來愈低，即所謂的資產
荒，安全的收益、好的產品愈來愈
少，促使居民和機構把投資對象投

向海外市場」。

上月資本外流擴近倍
今年來，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已貶值
2.8%。根據彭博本月對20家金融機構的經
濟學家、人民幣策略師及外匯交易員的問
卷調查，受訪者對今年底在岸人民幣兌美
元匯率的預期中值看在6.795。內地的外匯
存底已從2014年6月時的3.99萬億美元高
位下跌到上月底的3.2052萬億美元。高盛
上周稱，6月有490億美元資本流出內地，
較5月的250億美元擴大96%。
彭博匯總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內地

投資者港股通淨買入額升至一年來的最高
水平。上半年，內地及香港基金互認機制

下流出內地的資金淨額約為流入淨額的37
倍。今年一季度，內地居民還買了創紀錄
的132億港元（17億美元）香港保險。
此前，國內機構借用QDII額度的渠道成

本據悉已大幅提高，知情人士稱，授予大
型銀行、保險公司和基金把客戶基金投資
海外的QDII額度成了搶手貨。自去年3月
以來，QDII總額度一直都保持在899.9億
美元不變。
瑞銀財富管理大中華區首席投資總監胡

一帆表示，QDII產品從不受歡迎到受歡
迎，主要就是因為人民幣貶值以及內地居
民的全球資產配置開始起步。在這兩大因
素推動下，再沒有新的QDII配額批准，老
配額就格外緊俏。
南方基金國際業務部負責人黃亮接受採訪

時表示，近期QDII產品備受青睞，額度頻
頻告急，手中還有為數不多額度的基金公司
發佈的QDII新產品受到投資者的爭搶。
外管局資料顯示，南方基金截至去年3月
底獲批的QDII額度共26億美元，在證券基
金類機構中排名第四，但此後一直未獲批新
的額度。南方在今年3月成立了一隻亞洲美
元債基金產品，黃亮表示，QDII額度日益
吃緊，近期公司已將該產品的大額申購限額
由20萬元人民幣調整為30萬元人民幣。

呂志和：人和家和萬事興

有「新賭王」之稱的
嘉華集團（0173）主席
呂 志 和 ， 昨 天 為 首 屆
「呂志和獎」公佈獲獎

名單。不過鏡頭焦點卻並不在此，會後
傳媒一擁而上追問呂志和對澳門賭業淡
風、本港樓市回升的看法，呂氏「笑騎
騎」回答：「人和、家和萬事興，呢啲
都係小問題！」「人和」有何玄機？呂
氏沒有解畫，僅笑着轉身離開。

首屆「呂志和獎」共3得獎者
古語云：衣食足而知榮辱。歷年不少

豪富鉅賈並不滿足於財富，更會着眼於
回饋社會及世界，務求以自己的影響力
為「地球村」貢獻。呂志和自去年9月
捐出20億元作獎項首期發展基金，並成

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呂志和獎」。每
名獲獎者將獲頒2,000萬元、證書及獎
座，以表揚對世界有傑出貢獻的人士或
組織，頒獎禮將於今年10月在港舉行。
獎項昨天公佈首屆得獎名單，可謂相當
國際化，包括內地「雜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美國前總統卡特，以及非政府救
援組織無國界醫生，分別獲「持續發展
獎」、「正能量獎」，以及「人類福祉
獎」，以表揚他們在不同界別為人類作
的貢獻。乍望獲獎名單似乎相當「大
路」，甚至多年前已獲頒其他國際獎
項。作為獎項推薦委員會主席的中大前
校長劉遵義表示，得獎者的提名主要考
慮其貢獻，其以往曾否獲獎並非考慮因
素。

■記者 蘇洪鏘

■左起：徐立之、呂志和、劉遵義、鄭慕智。 蘇洪鏘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港燈（2638）昨公佈截
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業績，錄得未
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溢利為
38.17億元，同比增長0.74%。股份合訂單
位持有人應佔的未經審核溢利為11.01億
元，同比跌8.63%。中期分派為每股份合
訂單位19.92仙。

半年賺11億跌8.63%
業績報告披露，由於2016年的天氣較
2015年溫和，港燈期內的售電量較去年同
期減少0.8%。按供電可靠度和客戶服務這
兩項電力行業的重要指標衡量，港燈連續
20年保持超過99.999%供電可靠度。自
2009年以來，港燈客戶每年經歷的非計劃
停電時間平均少於一分鐘。
期內天然氣佔港燈燃料組合的比例超過

30%，其餘主要是低硫燃煤。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繼續
低於法定水平。另外，港燈推行多項關鍵
措施來支持政府政策，務求於2020年底前
把天然氣在燃料組合中的比例提高至約
50%。
展望未來，主席霍建寧指，港燈繼續就
改善2018年後的電力行業規管架構，與政
府進行磋商，未來數月將是決定本港電力
行業長遠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堅信未來的
管制架構應如實反映公眾就政府諮詢所表
達看法，包括確認現時管制計劃協議行之
有效，有助達到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標、毋
須為了增加選擇而為本港電力市場引入競
爭、維持未來規管安排的年期在十年，以
及維持准許回報率在現有水平，以提供足
夠誘因予電力公司作適當投資。

港燈續與政府磋商規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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