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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顧問教後生仔淘金 預製退休長糧
生
逾 600 萬元在手，才足夠維持現有
有研究指如港人想退休，或需要先有
可
，電視宣傳鋪天蓋地力銷「退休後都
活水平，而趁政府公共年金即將出爐
人年 金計
捲私 人市 場， 有公 司趁 勢推 出私
以自 製長 糧」 ，年 金熱 潮已 經席
的
甩老土味，理財顧問不諱言最近查詢
劃，主攻年輕客戶群，為年金計劃搣
面
勢，今期《數據生活》將全面剖析市
客戶按年勁升三成，而且有年輕化趨
如何選擇年金計劃。
上的年金計劃，並找來理財顧問教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港人對退休儲蓄意識不高，坊間普遍對年金計
劃認識也不多，所幸因為政府近年要推出公

共年金，才令年金漸受關注。所謂年金計劃，其實
大多針對退休需要而設，投保人最細可以是剛出生
至 65 歲不等，設有不同的供款年期、供款額及保
障等選擇，例如有即期及延期年金，即投保人可選
擇一筆過或在指定年期供滿指定金額，就可以在即
時或稍後時間如退休後定期支取指定金額，金額可
以由數千至數萬元不等，因此年金又被稱為「自製
長糧」，而視乎不同營運商，部分投保人可領取
「長糧」至100歲，部分甚至是終身領取。

理財顧問：年金生意增30%
提供獨立理財顧問業務的康宏理財聯席董事梁
惜君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去年起已開
始愈來愈多人討論年金，當中前來查詢的客戶與
日俱增，按年增加約三成，而詢問者中又以 30 歲
至 40 歲的在職人士居多，亦有剛出社會工作的新
鮮人，已屆退休年紀的客戶反而較少，而詢問後
立即行動的主要都是年輕人。
梁惜君亦不諱言就她個人而言，最近 1 年的年
金生意，無論規模或者宗數均按年上升兩成至三
成。她相信，不少年輕人有意參與年金計劃，或
與政府近年加強宣傳年金計劃有關，令年輕人對
年金計劃了解增加，「知道可以在年輕時候存一
筆不多儲蓄，到老時即可以領取入息至離世」。

留意中途離場或會有損失
面對坊間眾多選擇，梁惜君提醒市民如果有意
買年金，宜先了解有關年金計劃的條款，例如供
款年期，又舉例指「一些產品的供款年期可能只
是5年，這些產品會比較適合收入較高、已有一定
資產，可以將年金計劃視為短期投資，分階段投

入年金池之中；如果年輕人供款少，供款年
期短，最後滾存的金額亦未必太大，變相失
去意思，無法為退休做好準備」。
梁惜君則建議年輕人可以做供款年期長，
但供款金額相對少的年金計劃，可以按自己的
儲蓄能力揀選供款期，但她提醒計劃的供款期
一旦定下，或將無法更改，因此必須小心選
擇，如果中途決定離場或招致損失。另外亦需
要留意各種條款，例如要儲蓄多久及等多久才
可以取錢及有保證利息，如提早取錢或失去保
證利息，她強調必須十分小心留意條款，因為
將會有很大程度影響最終預期回報。

「老友記」多觀望公共年金
而在長者方面，梁惜君指長者一般較少做私
人市場的年金計劃，除非是即期年金，但她提
醒市面上不少即期年金只可以在指定年期支取
年金，並無太多終身選擇，「變相很多長者去
到一個年紀，若並無手持一大筆錢，或未必適
合投資年金，因為若果投入金額少，能取回的
回報亦未必太大，市面上選擇亦不多」。她提
到，不少 65 歲以上的客戶，反而大多期望等待
政府公共年金出爐才作決定。

小孩子選儲蓄計劃可靈活轉換
對於不少公司提供的年金計劃，投保年齡可以低
至初生嬰，在「靠父幹」的時代下，問到會否有越
來越多父母已搶先為子女安排退休後的生活，她則
指此類的例子仍然比較少，「很少父母一來即會為
子女揀選年金計劃，反而大部分父母都會為子女揀
選儲蓄計劃等，例如期望計劃具靈活性，可以在子
女需要時取出來使用，如果不用或用不完，都可以
轉換成年金等計劃繼續滾存」。

公私營年金計劃比較

■年金熱潮席捲全港
年金熱潮席捲全港，
，有公司趁機推出私人年
金計劃，
金計劃
，主攻年輕客戶群
主攻年輕客戶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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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按證公司尚未公佈確實計劃內容
不同計劃年金收入計算方法都不同，最終條款細則以各大公司公佈為準

健康狀況評估 部分連同壽險銷售之年金或需評估

不需

一般保證利率約 2 至 3 厘，連非保證利率
或達5厘

派息

梁
■惜君

內部回報率料3至4厘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 了解計劃種類
年金種類繁多，有即期、延期，或具儲蓄成
分等，宜先了解個人需要再作選擇。

公共年金傳下周四公佈銷售安排
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推動私營年金市
場，除了提出延期年金扣稅建議外，今
年內將推出的公共年金亦料將成為頭炮，最
新消息指年金公司已通知業界，擬於下周四
（7 月 5 日）聯袂約 20 間分銷銀行，舉行啟
動儀式及新聞發佈會，屆時公佈計劃細節及
投保程序。

5萬入場回報率4厘
首批公共年金計劃為即期年
金，主要針對 65 歲或以上長
者，額度 100 億元，最低
入場門檻為 5 萬元，投
保上限為100萬元，
內部回報率 4
厘。至於銷

售安排方面，年金公司總裁劉應彬早前曾透
露，有意認購年金長者需在銀行或網上登記
意向，其後獲分配年金的長者要到銀行辦理
投保手續。
至於政府提出延期年金扣稅建議，初步構
思是如果延期年金產品供款期、年金發放
期、身故安排等符合指定標準即可獲扣稅，
康宏理財聯席董事梁惜君則認為，如果有關
建議落實料將吸引更多人選擇，特別是一些
中產人士，或年齡介乎 30 至 40 歲人士都會
作更多考慮。

宜作退休產品組合
對於坊間不少人認為加息周期下不應該買
入年金產品，梁惜君表示，加息的確會影響
年金回報或機會成本，但她強調年金是一項

■劉應彬
指，有意認
購年金長者
需先在銀行
或網上登記
意向。
長遠計劃，並不只聚焦短短的 1 年、2 年，
同時亦可作為資產配置的選擇。她亦不建議
市民將全部資產買入年金產品，反而宜先做
全面分析，視乎其風險承受程度和投資經
驗，運用市場不同的理財產品，以配合經濟
周期及分散風險。

富衛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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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盃看以人為本的戰術
世界盃熱潮延續，32 支世界盃球隊一一亮
相，各有非凡特質，南美、非洲球隊崇尚個人
技術，踢法優美；東亞球隊紀律嚴明，整體合
作令人深刻難忘；歐洲球隊是力量和合作的結
合。32 支球隊各有特質，勝負取決於球員、教
練與戰術部署。今屆世界盃更引入高科技 VAR
影像輔助裁判技術，是人與科技的互動結合。
有說足球如人生，其實也如現實中的保險業與
經濟市場──當中講究團隊合作、人與技術的
融合，需要靈活多變，互補不足。

保險科技講求靈活多變
近年保險業界積極開拓金融科技，推陳出
新，然而，以人為本的客戶服務宗旨始終不
變。比如有保險公司擴充綜合客戶服務中心，
增加服務櫃位及會客室等設施，服務人次百分
比更按年以雙位數字上升，不少客戶享用金融
科技便捷之同時，亦需要前線員工為其講解保
障範疇、分析財務狀況及保障需要，以至即場

辦理賠償申請等。
有保險公司早前推出創新意念，客戶可以從
保險計劃內將現金即時轉到電子錢包，成功地
把保險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令繁複費時的過程
變得簡單方便，這項創新服務更奪得業界的金
融科技獎項。
創新與科技難以代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服
務，因為保險業的本質就是為人們提供保障，
科技可以改善效率，讓人們擺脫瑣碎的工作、
騰出更多空間繼續創新，更周全照顧到客戶需
要。
人與科技的配合，正好應對社會和經濟的不
斷變化，前瞻行業的發展，人與科技創新，缺
一不可。在世界盃的足球熱潮中，可以見到一
支優秀的球隊，既需要高質的球員和教練，同
樣需要創新的思維與靈活的戰術，方能把握突
圍時機，創造可能。
■富衛保險香港及澳門
首席市務總監 謝振國

理財師教路：選擇年金小貼士

■ 供款額及供款期
視乎個人儲蓄能力選擇供款額及供款期，收
入較高者一般較適合整付，或供款期短、供
款額較大的計劃；初出茅廬則較適合供款期
長、供款額較少的計劃。
■ 細看計劃條款細則
了解計劃年金率、入息期等，避免最後獲得
回報與預期回報相差太遠。
■ 避免供款超出個人負擔
年金一般設整付或供款，如供款期內斷供，
有可能招致損失。
■ 分散投資風險
年金可作為個人投資組合的其中一部分，
年金可作為個人投資組合的其中一部分
，有
助分散投資風險。
助分散投資風險
。
資料來源：康宏理財聯席董事 梁惜君

財技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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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降準利小微企融資
有助釋放流動性

人民銀行昨日傍晚宣佈，從7月5日
起調降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
行、郵政儲蓄銀行、城商行、農商行
及外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
點，合計釋放資金約 7,000 億元人民
幣。人行表示，此次定向降準是落實6
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有關部署。
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緩
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持續推動
實體經濟降成本，其中重要措施包
括：支援銀行開拓小微企業市場，運
用定向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增強小
微信貸供給能力。2017 年 9 月 27 日國
務院常務會議曾提出定向降準，幾天
後央行即迅速落實，預計本次央行也
將很快落實。

降準為央行貨幣政策之一，即是通
過將銀行存放於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比
例降低，釋放銀行的流動性，從而向
市場釋放更多資金；定向降準則是央
行針對某些特定金融領域釋放流動
性。
本次政策出台前已有多種跡象。5
月29日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曾專題調研
小微企業融資情況，表示將加快制定
出台促進小微企業融資的相關政策措
施。前周易行長在陸家嘴論壇演講中
再次表示，央行會同有關部門正在協
商出台對小微企業改善服務、增加對
小微企業貸款的綜合政策。郭樹清主
席指出防範金融風險當前還應優先做
好「加快企業結構調整、妥善處理企
業債務違約、推進信用建設」等方面
的工作。

本次定向降準旨在進一步緩解小微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5 月社會
融資增量大降，實體經濟獲得的總體
融資支援不斷下降，難免影響小微企
業經營。

5招緩解融資難
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緩解
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五項措施，
除定向降準外，還包括增加再貸款、
再貼現額度，下調再貸款利率；貸款
利息免徵增值稅上限提高；減少融資
附加費用；運用定向降準等貨幣政策
工具；將小微貸款納入 MLF 抵押品
範圍等。
總體上，降準對內銀股有利，但要
具體看每次降準對銀行業務的實際影
響有多大。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