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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遇冷 認購未及目標一半
劉應彬：反映長者謹慎冷靜 開局已不錯
年金認購意向登記結果撮要
宗數

總認購額

網上形式登記 1,535

平均認購額

銀公：變數多難評下月會否加P
利率，她表示每間銀行有不同的經營策
略與風險管理措施，銀行何時調整按揭
利率，以及按息加幅均為個別銀行商業
決定。

8.95億元 58.3萬元

遞交表格
形式登記

7,875 40.49億元 51.4萬元

總數

9,410 49.44億元 52.5萬元

聯匯制運作良好 港抗逆力強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年金銷售程序暫定時間表
8月

進行分配程序
通知代理銀行分配結果

9月

通知申請人分配結果

9月至10月
■劉應彬(中)稱，終身年金始終屬較新的長期保險產品，相信市民需時了解產
品的概念和特性。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政府推出的公共年金計劃認購

反應遜預期，香港年金公司昨公佈，首批年金計劃僅獲 49.4 億

進行銷售會面，包括辦理投保
手續
香港年金公司進行售後電話跟
進

10月

首批成功認購長者，最快 10
月底可取得首份年金入息

未來

將繼續進行銷售，惟未有具體
計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元認購額，不及計劃發行額 100 億元的一半，計劃共接獲 9,410

年金認購反應遜預期問與答

宗認購意向登記，平均認購額約 52.5 萬元。香港年金公司總裁
劉應彬昨表示，認購反應反映長者較謹慎及冷靜，又形容是次成
績是一個不錯的開局，重申年金 100 億元限額非銷售目標，只是

Q：市場疑問
回應

因應風險管理所制定的認購上限。

Q：最低保費金額為5萬元 ，門檻未夠低？

據香港年金公司公佈結果，首批
根年金認購意向中，申請人大多以

較「年輕」的長者為主，當中有 62%
申請人介乎 65 歲至 69 歲；其次為介
乎 70 歲至 74 歲的申請人，有 23%；
而 75 歲或以上只佔約 15%。認購意向
金額方面，50 萬元或以上的申請人佔
54%，當中認購意向為最多 100 萬元
上限的申請人已佔約 30%；男女比例
方面，男性申請者佔比多過女性，佔
約56%，女佔44%。

冀10月底前完成銷售程序
劉應彬表示，冀於 10 月底前完成年
金銷售程序，而由於是次年金總認購
額在發行限額之內，理論上所有申請
人可獲全額分配其認購意向金額。他
指，年金公司將在 9 月 17 日起一星期
內，向所有申請人寄出分配結果通知
書，然後根據隨機抽籤結果，安排申
請人到代理銀行或香港年金公司投保
申請處理中心，並 9 月底開始辦理投
保手續，料首批成功投保長者最快 10
月底可收到首份年金入息。

期望可以恒常及長遠發行
至於未來銷售計劃，劉應彬指，年
金公司完成首批年金銷售工作後，將
計劃未來銷售安排，期望年金可以恒
常及長遠地發行，惟目前未有具體時
間表可公佈。另外，未來年金公司或

A：年金旨在為長者提供多一項穩健的退休
理財規劃選擇，而非抗通脹，亦可視之
為資產配置之一。
Q：年金計劃內部回報率只有 4 厘，回報未
夠吸引，不如買收息股？
A：內部回報率是基於長期經濟數據而定，
買年金可對沖長壽風險，是其他投資產
品沒有的。
Q：男女投保人獲發的每月固定年金不一，
女投保人感覺較蝕底？
A：主因多項研究指出女性較男性長壽，故
男女的年金率有所不同。
Q：部分長者表示不清楚提早退出計劃或身
故等安排，反映市場對計劃欠了解？
A：終身年金屬較新的長期保險產品，市場
需時了解新產品的概念及特性。
Q：首批總認購額未及百億元發行上限一
半，是次認購反應遜預期原因是？
A：百億元發行限額並非銷售目標，而是風
險管理上限，對認購反應感滿意。
製表：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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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後，中生製藥佔恒指的比重約
0.77%，申洲則佔 0.76%。目前招商局的市
值佔比，只有 0.24%，是 50 隻恒指中，流
動市值最小的。
至於東亞的市值佔比為 0.48%，較東亞市
值小的藍籌尚有 6 隻。該股自 1984 年 1 月晉
身恒指成份股，至今已 34 年，屬老牌藍籌
之一。

匯控佔比重降 騰訊增至10%
指數佔比調整後，匯控(0005)的比重會由
原來的 10.33%，降至 10%；騰訊(0700)比重
則由 9.74%，增至 10%，即被動型基金需要
沽匯控、買騰訊。

綜合大中型股指成份股大變
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成份股，也有大
幅變動，成份股數目由 299 隻增加至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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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季檢後股份變動
恒指成份股新一輪變動
加入

  






港發展區塊鏈技術需政策扶持

Q：年金不能對抗通脹？

中生申洲染藍 恒大續大熱倒灶



香港經濟增長方面，施穎茵表示香港
今年第二季 GDP 增長達 3.5%屬穩健增
幅，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不過她坦
言，隨着中美貿易戰持續，香港經濟難
免有潛在負面影響，再加上高基數效
應，故預計今年下半年香港經濟增長將
會放緩。惟她同時認為，在內地持續支
持內需以及開放金融業的大方向下，現
時香港經濟發展仍然充滿機遇。

A：年金是長期保險產品，長期持有才可獲
得最大好處，若想隨時套現，年金非合
適選擇。

對於外界指對年金計劃不了解、或
因而影響首批年金認購反應，劉應彬
稱，在早前推廣過程中，亦發現部分
長者對年金計劃存在誤解，例如誤會
需收管理費及與其他投資產品作比較
等，他強調年金旨在為退休人士提供
多一項選擇，不會收取管理費，買年
金同時亦可買公用股等，兩者並非二
元對立。而終身年金始終屬較新的長
期保險產品，相信市民需時了解產品
的概念和特性，未來會繼續進行宣傳
推廣工作。
年金計劃由香港年金公司推出，目
標對象為年滿65歲的長者，投保額由5
萬至100萬元，內部回報率達 4%，在
草擬推出的初期備受關注，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上月亦曾撰文指，如果年金
錄得超額認購，首次發行額會加碼 1
倍至 200 億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昨表示，不少市民和長者對公共
年金作為退休生活規劃一部分普遍仍較
為陌生，認為應加強推廣，至於日後有
多少名年金參與者合資格申領普通或高
額長者生活津貼，當局會密切留意。

東亞告別逾34年藍籌行列

次季增長穩健 反映港基調佳

Q：買年金鎖本欠彈性？

部分長者存誤解 將續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恒指公司
昨公佈今季的恒指季檢結果，中生製藥
(1177)及申洲(2313)獲納入藍籌，恒大(3333)
繼續大熱倒灶。中生是繼石藥(1093)後第二
隻染藍的醫藥股，而申洲則是少有能晉身
藍籌的紡織股。至於成為藍籌超過 34 年的
東亞(0023)，以及最後一隻藍籌港口股招商
局(0144)，則被剔出成份股之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日 15
間銀行上調按息，銀行公會主席施穎茵
昨表示，香港的息口已逐步上升，隨着
美聯儲局繼續維持加息步伐，香港最終
因美元與港元的息差壓力，而需要上調
最優惠利率（P）。至於會否於下月就加
P，她則表示難以評論，因現時香港銀行
體系結餘水平、經濟增長、資金流動與
港元拆息水平等因素，仍存在不少變
數。
對於本周多間銀行相繼宣佈上調按揭

A：綜合年金公司曾作出的

A：未來會因應市場需要及反應，再檢視計
劃形式及產品設計等。

採取持續銷售模式，與現時做法有
別，日後未必會設立特定登記日期、
亦未必會分批推出年金，而有意認購
年金者可直接到代理銀行或年金公司
投保。

■施穎茵認為，現時香港經濟發展仍然充
滿機遇。
岑健樂 攝

對於近日港匯再次逼近 7.85 的弱方兌
換保證水平，金管局是否需要再度出手
「接錢」時，施穎茵表示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匯率出現波幅屬正常，最重
要是現時聯繫匯率制度穩健及暢順，而
她亦相信相關機制會良好運作，因香港
金融基建完善，有能力抵禦經濟周期與
資金流動所帶來的影響。





隻，多隻知名度高的股份與當炒股均有入
選 ， 當 中 包 括 收 息 股 合 和 (0054)、 港 燈
(2638)、香港電訊(6823)。名牌股則有 L'Oc-

剔除

中生製藥(1177)

東亞(0023)

申洲(2313)

招商局(0144)

恒生綜指(大中型股)加入以下股份
合和(0054)

俄鋁(0486)

中國東方(0581)

中國教育(0839)

L'Occitane(0973)

時代地產(1233)

雷蛇(1337)

金斯瑞(1548)

正通汽車(1728)

平安好醫生(1833)

新秀麗(1910)

Prada(1913)

港燈(2638)

佳源(2768)

永達汽車(3669)

金界(3918)

碧桂園服務(6098)

香港電訊(6823)

citane(0973)、新秀麗(1910)、Prada(1913)。
當炒股有雷蛇(1337)、金斯瑞(1548)、平保
好醫生(1833)及碧桂園服務(6098)。

■何順文(左二)稱，香港有能力成為未來發展區塊鏈技術最出色的城市之一。右二為
Adam Stuckert，右一為Jason Dehni。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箐、實習記
者 林國憲) 2018 紛智金融科技峰會昨在
港舉行，多位出席活動的嘉賓認為，目
前區塊鏈技術仍處於「嬰兒階段」，投
入商業應用前還需很長一段時間，背後
的安全、信用機制和法律法規更需謹慎
對待。

何順文：為金融科技打基礎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表示，
香港有能力成為未來發展區塊鏈技術最
出色的城市之一，建議政府多多扶持人
才引進和培養政策，為區塊鏈和金融科
技打下基礎。

畢馬威：監管問題至關重要
除了人才儲備，香港畢馬威首席資訊

官 Adam Stuckert 提醒，區塊鏈技術的監
管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香港金管局的
各類沙盒實驗會有助於未來區塊鏈監管
的形成。他透露，很多企業都認為區塊
鏈應用後會面臨威脅，但在過去的 6 至 12
個月中，大部分的傳統企業客戶已經能
逐漸理解區塊鏈和加密貨幣兩者的區別
了，大部分都能逐漸轉變觀念。

ANX：藉「帶路」倡金融應用
ANX 國際集團執行董事 Jason Dehni 則
認為，區塊鏈貿易金融的應用能藉助
「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多個國家實
現連接和合作的基礎下，得到試驗和擴
張。企業通過區塊鏈平台降低成本、接
觸潛在客戶，未來更有機會用於房地產
和私募基金等領域。

港股4連升斷纜 內房續炒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美匯指數
昨升至逾 1 年高位，加上美國與土耳其關
稅談判失敗，美國制裁土耳其，令新興
市場爆發金融危機，土耳其里拉昨暴瀉
13%。資金持續追捧美元，令股市進一步
受壓，日股及星股跌 1.3%，韓股跌 1%，
雖然滬指幸保不失，但全日升幅不足 1
點，港股借勢回吐 240 點，收報 28,366
點，成交 850 億元。恒指 4 連升斷纜，但
全周計恒指仍累計升690點。

大市僅技術反彈 29000阻力大
金利豐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表示，港股
之前只屬技術性反彈，目前 29,000 點有
強大阻力。另外，當人民幣匯價較穩定
時，恒指就會反彈，但黃德几指出，由
於中美貿易戰沒完沒了，美元又走強，
人民幣走弱的機會大，恒指也自然難以
大幅回升，他建議投資者對個別港股別
抱太大期望。

騰訊放榜前 大行均普遍看好
投資者傾向悲觀下，騰訊(0700)亦結束
了 5 連升，股價曾跌至 364 元左右，一度
失守 20 天線，全日收跌 0.7%。下周騰訊
派成績表，多間大行都給予騰訊「買
入」或「跑贏大市」評級，目標價大部

分更在 500 元之上，反映各大行對騰訊業
績普遍看好，但如果表現未合乎大行的
預期，騰訊便可能捱沽，並考驗港股
28,000點大關。
高盛指出，投資者對內銀股憂慮未降
溫，擔心有系統性風險，四大內銀均下
跌，農行(1288)跌逾 1%；細碼內銀中，
甘肅銀行(2139)及天津銀行(1578)更分別
大跌4%及5.6%。

恒大6日炒高四成 提防回吐
多間內房發盈喜，內房股續逆市炒
上，其中恒大(3333)會動用約 140 億元人
民幣作派息，令該股再急升 8%，該股 6
日以來，已累升逾四成，短期或借未能
晉身藍籌，出現回吐壓力。港元轉弱，
銀行股受壓，連升多日的恒生(0011)一度
創新高，但收市掉頭倒跌 3.5%，成跌幅
最大藍籌。

沙中線問題拖累 港鐵續捱沽
港鐵(0066)業績後，被多間大行下調目
標價，認為經過沙中線事件後，股價對
資產淨值折讓要有所擴大，港鐵低位見
40 元，創逾 1 年新低，全日跌 2.2%報
40.05 元。該股復牌 3 日以來，已累跌
6.4%，即市值3日蒸發近168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