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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樓靠父幹 平均啃老90萬
調查：53%父母願加按 助子女重要過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本港住宅樓價高

企且升勢未停，年輕一輩「靠父幹」上車愈見普

遍。有調查訪問了逾千港人，結果顯示，68%受訪

父母認同在現今香港難免要助子女置業，53%父母

願加按自住物業助子女上車，而父母給予子女的平

均資助約90萬元，當中有機會影響父母的退休生

活。

友邦退休金管理及信託（AIA MPF）調查訪問了1,010名
年齡介乎18至65歲並擁有最少一個強積金帳戶的在職港

人，調查發現影響港人退休準備的因素包括資助子女上車、
「養兒防老」在港難實行及退休規劃欠全面。

80%父母退休節衣縮食
在協助子女上車方面，68%受訪父母認同在現今香港難免要
助子女置業，有53%父母願加按自住物業助子女上車，50%父
母認同助子女上車是比個人退休更重要的目標。而在曾協助子
女上車的受訪父母中，平均資助約90萬元，最多資助1,000萬
元。調查指出，若以此推算，有80%父母退休儲備不足，如果
不想延遲退休，則退休後每月生活費平均要削減1.6萬元。
AIA MPF行政總裁馮裕祺表示，在現今香港，父母有這種
取態實在無可厚非，但提醒他們要留意忽略退休規劃所產生的
潛在危機。「父母不應該只顧助子女上車，而忽略自己退休需
要。若然他們動用退休儲備甚至加按自住物業成全子女置業
夢，有可能影響退休後的生活質素，倘經濟逆轉更有機會面對
沉重的債務負擔。」

養兒防老觀念難實行
馮裕祺建議父母決定資助子女置業前，宜先客觀分析個人財
務狀況，做好風險評估，以免陷入債務危機，而父子兩代宜多
溝通，盡早了解雙方期望，為未來建立清晰目標。
調查亦發現，「養兒防老」觀念現今難以實行。有78%受訪
子女雖然認同應定期給父母家用，但有71%子女指「搵食艱
難」，難以支持父母的退休生活。
另外，有80%受訪者認為上車是最佳的投資工具和「供樓當
儲錢」；同時80%受訪者認同「有樓揸手，退休無有怕」。

宜分散投資未雨綢繆
有份參與是次研究的教育大學社會政策講座教授周基利認
為，若單靠自住物業，退休後未必能提供足夠現金流作為生活
費，加上倚賴單一投資工具，風險將大增。他建議市民應未雨
綢繆，及早為將來退休作出計劃，善用強積金、年金、保險、
逆按揭等理財安排，同時應從小向子女灌輸理財知識，鼓勵其
儲蓄理財，避免過度依賴父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新鴻基地產
（0016）昨舉行股東周年
大會，主席郭炳聯回應股
東提問時指，集團未來會
研究將股份拆細，現時1
手1,000股，涉資逾10萬
元。以新地昨日129.3元
的收市價計，一手需資
12.93萬元。另外，當被問
到會否將收租部門分拆成
房地產信託上市時，郭炳
聯沒有正面回應，僅指租
金收入正持續上升，未來
會繼續透過買地及翻新收
租物業增加租金收入。

現階段不考慮以股代息
至於股東關心的派息政

策，郭炳聯指出，如果公
司盈利有改善，將會增加
派息。以往一直的派息比
率達盈利的40%至50%，
故盈利增加，派息自然增
加。他續指，公司暫不考
慮以股代息的做法，因目
前公司財務狀況很健康，

但如果公司將來投入更多
土地，屆時才會考慮相關
事宜。有股東擔心電商盛
行或會對新地旗下商場構
成威脅，郭炳聯指，會留
意並為商場增加更多娛樂
及餐飲元素，以及進行更
多推廣活動，積極跟進國
際商場，不斷提升商場的
競爭力。
另外，有股東批評新地
旗下數碼通（0315）的業
績「麻麻」，高層的薪金
支出相應較高，建議將員
工的薪金與業績表現掛
鈎，股東亦可獲得分紅，
對股價亦有提振作用。郭
炳聯稱，數碼通屬輕資產
公司，公司放置的資產不
多，加上這方面的人才在
市場上很缺乏，要有好人
才改善公司業務，電訊業
務亦正出現價格戰爭，相
信好人才會慢慢改善業
務。新地亦將數碼通的股
息換做股票，反映對其股
價及業務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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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大新金融（0440）昨公佈，所有與
出售澳門人壽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有關之先決條件已獲達成，出
售澳門股份已於昨日（9日）完
成，完成出售澳門股份後，澳門
人壽已不再為集團之附屬公司。
大新金融去年宣佈出售旗下

大新人壽及澳門人壽，其中大
新人壽保險及大新保險服務交
易已於今年6月中完成，並宣
佈派特別息6.6元，管理層早
前出席業績會時，已表明未來
不會再就澳門人壽業務的出售
派發特別息，因早前派發的特
別息已計及該因素。

大新金融完成出售澳門人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新股市場繼續興
旺，昨日3隻新股齊齊截止招股，其中以「騰訊概
念股」為噱頭的易鑫（2858）最受追捧，據市場
消息透露，該股凍資逾3,820億元，雖然與閱文
（0772）仍有一定距離，但已超越中廣核
（1816）成為歷來第九大「凍資王」。認購人數
達30萬人，超購約559倍，而「頂頭槌」飛有282
張。以總發行股數8.7868億股、每手500股及該股
將回撥35%計，即有約61.5萬手予散戶，理應可
以一人一手。

上市公司卓智加入炒易鑫
據市場消息透露，易鑫招股價介乎6.6元至7.7
元，預計以招股價上限每股7.7元定價，集資逾67
億元。該股不僅獲得散戶瘋狂追捧，亦吸引上市公
司認購。卓智控股（0982）公佈，昨日直接全資

附屬華金已發出指示，認購易鑫首次公開發售中的
發售股份，認購金額最高5,600萬元。以招股價7.7
元計算，即是相當於727.2萬股或約1.45萬手易
鑫。
至於另外兩隻新股榮威（3358）和新興印刷

（1975），昨日亦截止招股，不過在易鑫的搶攻
下，其認購反應一般。榮威招股價介乎4.38元至
5.8元，按每手500股計，入場費為2,929.22元，預
計11月16日正式掛牌，公開發售超購約7倍。而
新興印刷招股價1.05元至1.45元，集資最多1.74
億元。一手4,000股，入場費5,858.45元，超購逾
9.5倍。

雷蛇認購10萬元穩獲一手
另外，市傳本港首隻電競概念股雷蛇（1337）
獲多名本地富豪經國際配售參與認購，當中包括恒

基地產（0012）主席李兆基。目前雷蛇吸引逾22
萬人認購，而一手中籤率50%，即約10.1萬元認
購25手，才穩獲一手，而招股價上限接近3.88元
定價。「頂頭槌飛」約有112張，每張獲派675
手，中籤率1.27%。

凱知樂今掛牌 暗盤升90%
凱知樂（2122）亦公佈招股結果，發售價定為

每股1.55元，即為招股價範圍1.5元至2.2元的下
限範圍，淨籌2.809億元，今日（10日）掛牌，每
手2,000股，一手的中籤比率為5.06%，申請25手
可穩獲1手。香港公開發售獲11.3倍超額認購，並
無啟動回撥機制，公開發售部分佔比仍為10%
（即2,000萬股）。該股於上市前夕暗盤價初段勁
升，據耀才新股交易中心，凱知樂暗盤開市5分鐘
報2.96元，較招股價勁升逾90%。

易鑫超購559倍 凍資382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隔夜美股造好，
新股又旺場，令恒指昨再創近十年新高，升228點
收報29,136點，是2007年12月以來，首次企穩於
29,000點之上收市，全日成交額1,155億元，仍然
高企於千億元以上水平。國指跑贏大市，升1.5%
報11,744點。市場人士指，科技熱潮帶動起港股
的投資氣氛，加上中資金融股造好，推升大市，後
市仍需注視騰訊（0700）的動作。

閱文再升1.6%成交旺
「股王」騰訊大動作陸續有來，除了推出新手
遊，昨日再證實會拆音樂平台上市，又入股Snap
12%，股價最終升0.6%，成交高達93億元。周三
上市的「親生仔」閱文（0772）再升1.6%報104
元，成交非常暢旺，全日達35.4億元。單是騰訊
與閱文已佔去大市120億元以上的交投，也是最活
躍港股頭兩位。
蘋果續漲，手機股獲追捧，當中瑞聲（2018）
及舜宇（2382）更獲富瑞唱好，瑞聲收163元，升
2.4%；舜宇與傳感器解決方案供應商AMS合作，
共同為手機及汽車開發和銷售3D感應鏡頭，富瑞
指其具先驅優勢，舜宇股價急升7%創收市新高。
丘鈦（1478）獲里昂唱好，升幅達一成，比亞迪

電子（0285）亦升逾半成。
金洋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郭家耀指出，外圍造

好，又有多間企業傳出併購消息，市場氣氛不俗，
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期間，表明中美貿易逆差
的問題上不會怪責中國，料大市可進一步向好，恒
指相信會企上29,200點水平。
此外，內地人社部表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

正穩步開展，北京、安徽等9個省政府與社保基金
理事會簽署委託投資合同，合同總金額高達4,300
億元人民幣，隨着養老資金逐步入市，料對A股及
內險股有積極作用。中資金融股中以內險股升勢最
顯著，平保（2318）繼續破頂，收升3.7%，國壽
（2628）亦升 2.2%，太平（0966）傳向恒地
（0012）洽購北角商廈，股價升3.1%，新華保險
（1336）更有4%的進賬。

內險股資源股受追捧
油價造好，三大油價都向上，同為資源股的神
華（1088）追落後，全日升5.6%，是藍籌及國指
表現最好股份。大摩大幅上調神華的目標價，由
18.91元升至25.1元，潛在升幅達兩成。大摩認
為，在煤價低企下，市場普遍低估神華維持盈利及
回報的能力，故上調神華評級至「增持」，料神華

今年純利將按年增一倍，大幅優於其他券商的預
測，而且股息率料達5.6%，並有增加派息的機
會，因此估值吸引。
個股方面，領展（0823）業績後獲追捧，收報

69.1元，升4.1%，創收市新高。港交所（0388）
業績後也被唱好，股價升1.5%。創業板股份利寶
閣（8102）早前曾發盈喜，但昨日突插最多逾九
成，收市仍挫85%，成交達4億元，疑似被「洗
倉」。

科網動力強 港股十年高

AIA MPF對港人理財新現象的建議
港人置業理財新現象

助子女上車，埋退休危機

兒女債一身，銀髮族難退休

供樓當儲退休金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AIA MPF 建議

清晰目標

■父子兩代宜多溝通，為未來建
立清晰目標

■助子女置業前，宜客觀分析個
人財務狀況，做好風險評估

親友影響
■父母應了解子女難處及樹立榜
樣，及早為退休籌劃

■父母應從小向子女進行理財教
育，養成儲蓄習慣，減少依賴
父母

清晰目標
■及早計劃將來退休生活模式

理財知識
■買樓不等同儲錢退休，單靠自住
物業或未有足夠現金作生活費

■了解退休儲備需包括流動及非流
動資產，應認識不同投資工具

信賴專業
■作重要財務決定前，可諮詢專
業財務顧問意見

「鼎爺」李家鼎最
近主持烹飪節目叫好
叫座，開設私房菜餐

館更「full booking」，除了煮食了
得、營商有道，鼎爺昨出席記者會時
亦分享其退休大計，強調「親生仔不
如近身錢，勿為兒女債，老來係咁
捱」，籲老友記助子女上車時記得量
力而為。
鼎爺分享他退休四大絕招：第一招是

增加理財知識，明白買樓不等於儲錢退
休，要選擇合適自己的理財計劃；第二
招是兩代多溝通，為未來建立清晰目
標，宜做好風險評估，切忌盲目跟風；
第三招是從小教導子女理財觀念，養成
儲蓄習慣，減少對父母依賴；最後一招
是作任何重要的財務決定前，最好先諮
詢專業的財務顧問意見。

樓價高父母不宜傾囊助
在買樓方面，鼎爺認為作為父母當

然想幫子女置業，但現時樓價高企，
父母不應傾囊而出，加上養兒防老概
念在港已難以實行，「要幫都要顧吓
自己有無錢先」，他建議老友記積穀
防饑，又拋金句指「為兒上車奔波
忙，自己退休宜早防」。
現年72歲的鼎爺指自己至今仍未正

式退休，因為仍在經營私房菜生意，
但下廚是自己的興趣，他認為老友記
就算年屆退休之年，但若有自己的興
趣都可以繼續做。 ■記者 馬翠媚

鼎
爺
：
親
生
仔
不
如
近
身
錢

■恒指昨升228點收報29,136點，全日成交額
1,155億元。 中新社

■ 郭 炳 聯
(中)昨出席
股東大會指
集團未來會
研究將股份
拆細。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有調查顯示有調查顯示，，6868%%受訪父母認同在現受訪父母認同在現
今香港難免要助子女置業今香港難免要助子女置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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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鼎(左一)認為現時樓價高企，父母不應
傾囊而出。左二起為AIA MPF行政總裁馮裕
祺、教育大學社會政策講座教授周基利、藝人
譚玉瑛。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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