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厘包底 新銀債回報勝定存
下周三起認購 業界料反應勝前兩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政府發行第3批銀債下周三起

接受認購，新一批發行額30億元，每手入場費1萬元，債券年

期3年，息率與通脹掛鈎，每半年派息一次，其中保證息率由

以往的不少於2厘增至不少於3厘，年滿65歲的香港居民可認

購，不設二手市場，發行額度亦不會再加碼。有銀行界人士認

為，是次銀債保證息率有至少3厘包底，較目前普遍的2厘至

2.5厘定存息吸引，認購反應或優於首兩批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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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批銀債認購反應及保證息率
項目

認購人數

認購金額

申購超額

目前已贖回

保證息率

製表：記者 馬翠媚

2016年首批

7.6萬人

89億元

2.2倍

4.1%

不低於2厘

2017年次批

4.4萬人

42億元

0.4倍

2.8%

不低於2厘

新一批銀債下周三起接受認購，並將
於12月6日結束認購，12月27日

發行，當中利率分為定息及浮息，定息
由以往不少於2厘調升至3厘，而浮息即
按過去6個月通脹平均數作參考，當中以
較高者為準。

中銀匯豐豁免認購等相關收費
合資格長者除了可透過20間配售銀行
認購外，亦首次可透過15間指定證券經
紀行認購，其中聯席牽頭行中銀及匯豐
豁免認購及持有等相關收費，其他配售
銀行手續費為0.15%，銀行亦可自行調
低或豁免，至於證券經紀行則自行釐定
經紀費。

金管局：因應市況加保證息率
金管局助理總裁（金融基建）鮑克運
昨出席記者會時表示，由於過去2年市場
利率已有一定升幅，故此上調銀債保證
息率亦是正常做法，以保持銀債吸引
力。他又指每次政府發行銀債都會考慮
利率走勢及市況，以決定發行額及利率
水平，當市場情況不穩定，提供穩定收
益的產品如年金亦會相對吸引，惟他強
調是次30億元發行額度不會再加碼。

對象不同 年金銀債各有需求
至於政府早前推出同樣針對長者的年

金計劃，問到會否擔心影響銀債認購反
應，鮑克運回應指，年金和銀債分屬不
同理財工具，前者主要用於應對長壽風
險，而後者則可提供較短期的穩定收
入，相信投資者會因應投資目的、市場
發展及利率走勢等，選擇合適的產品。
金管局主管（貨幣及結算）陳葉小明

透露，2016年首批銀債接獲7.6萬名長者
認購，認購金額89億元，超額2.2倍，
2017年次批銀色債券則接獲4.4萬名長者
認購，認購金額42億元，超額0.4倍，至
於兩批銀債贖回率分別為4.1%及2.8%。

中銀：新換舊未必獲同等數
對於市場猜測因應第3批銀債有至少3
厘包底，有部分投資者或會贖回前2批銀
債，再將資本投放在第3批銀債，牽頭行
之一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助理
總經理張穎思則提醒，投資者需考慮贖回
現有銀債後，申請新一批銀債或未必可獲
發同等手數，投資者取態亦需視乎資產配
置及資金流等。
張穎思又指，現時銀行12至18個月定
存息率介乎2厘至2.5厘，但第3批銀債
定息已達3厘，加上風險亦較低，相信認
購反應或會好過首2批銀債，但她不猜測
是次平均認購手數會否高過前兩批，而
參考首批及次批銀債平均獲發5手及10
手，她建議投資者可認購7至8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第三批銀色債券的保證回
報率增至3厘，與定存和年金產品相比是否具有優勢？華僑
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認為，這三種都是安全的投資類型，
投資者在選擇時可比較三者的息口以及自己對流動性資金的
需求，如對流動性資金需要較強，可選擇做時間較短的定
存，如對流動性資金需要不大，建議可買銀債，因為銀債設
有保證回報3厘，可對抗通脹之餘，又有穩定回報。

息口趨升 短期定存具優勢
至於年金方面，李若凡認為是專門給予退休人士選擇，每
月可收取一筆金額作退休之用，所以年金的性質不能與定存
和銀債比較。
在市場波動和有加息趨勢的預期下，定存有一定優勢，因
為普遍定存也有逾2厘的回報，與有風險的資產如股票相
比，屬不俗的回報。她建議投資者可考慮作短期定存，因為
隨着息口有上升空間，此外還可將利息持續作滾存，提升回
報率。
事實上，自9月底本港銀行跟隨美國加息以來，各大銀
行均上調定期存款息率吸客，其中以信銀國際最為進取，
利用該行的手機應用程式「inMotion動感銀行」，成功登
記可享高達3.8厘3個月港元定存年利率，但僅限沒有信銀
國際戶口的新客戶，以及在登記「inMotion動感銀行服
務」日期起計過去13個月內，未曾在信銀國際開立或維持
或關閉任何戶口或服務的客戶。

對比銀債年金 專家薦定存夠靈活

傳擬100億回購 渣打爆升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
多個技術指標顯示港股已步入熊
市，對於後市部署，富昌金融聯席
董事譚朗蔚昨出席傳媒午宴時表示
港股自高位已調整20%至30%，目
前雖然處於熊市但偶有反彈，投資
者不要過分樂觀，要保持審慎觀望
的態度。他又預期，恒指年底有望
反彈至26,000至27,000點。

美股轉差 港股熊市未完
港股於10月曾低見24,000點水

平，譚朗蔚認為24,000點並非恒
指低位，不排除恒指還有向下尋
底的可能性。對於後市的看法，

譚朗蔚稱要視
乎即將舉行的
G20峰會中美元
首 的 會 面 結
果。他解釋，
如果中美會面
結果不差於市
場預期，他認
為港股今年底
有機會反彈至
26,000 點 至
27,000 點 的 水
平。
此外，譚朗

蔚認為港股熊市仍未完結，他預
計明年最大的利淡因素是美股走
勢可能轉差，一旦受到美股拖累，
港股或會持續弱勢。被問及「股
王」騰訊(0700)走勢，譚朗蔚認為
臨近年尾市場粉飾櫥窗，若在市況
配合下，有機會帶動騰訊股價向
上，但短暫上升不代表騰訊股價轉
勢，因為業務轉型需時會反映在股
價上。他又預期，若騰訊股價企穩
295元，年底前有望重返320元。
至於人民幣走勢方面，譚朗蔚認

為明年人民幣兌美元會否跌穿7算
是關鍵，因為一旦跌穿7算，有可
能觸發中港股市出現新一輪跌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全球觀望下
周G20的中美會談，港股昨日成交也大幅縮
減，全日只有680億元交投，是兩個月來最
少。恒指收報26,019點，升47點。外電指渣
打(2888)正研究回購股份計劃，可能在明年2
月公佈全年業績時同時公佈，回購至少10億
英鎊（約100億港元）的股份。消息令渣打
股價抽升近5%，以近全日高位61.1元收市，
升至 1個月高位，連帶匯控(0005)亦升近
1%。

觀望G20峰會 港股成交僅680億
市場人士指出，港股受惠於美股隔晚的反

彈，但無論A股及國指均偏軟下跌，主要因
資金仍在觀望中美元首近期在G20峰會上的
會談成果，故中資股缺乏承接。光大新鴻基
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認為，大家對「習特
會」有期望，同時又擔心美國總統特朗普
「反口覆舌」，故即使現時市場氣氛略有改
善，投資者也只抱觀望態度，估計港股暫時

只會在25,500點至26,530點上落。
他續指，除了本月底的G20峰會很重要
外，美國聯儲局12月的議息會議上，聯儲局
對明年經濟的看法，以及往後的加息步伐，
都對港股有非常大的參考作用。
國指收報10,446點，跌0.4%，跑輸大市。

藍籌股個別發展，騰訊(0700)裂口高開近2%，
最後曾見297.6元，全日收報295元，仍升
1.9%，是升幅第二大藍籌。騰訊重回50天線
(294.8元)之上，獨力推動恒指升約45點。不
過，手機股再回吐，大行降低舜宇(2382)目標
價，令該股跌4%，瑞聲(2018)也跌2%。

手機股挫 碧桂園領跌內房股
碧桂園(2007)擬回購兼發行新一批可換股債

券，規模約78.3億元，債息率為4.5厘。該股
昨日上午曾一度停牌，午後復牌急挫3.5%，
全日收報9.34元。其他高負債的內房股同告
受壓，恒大(3333)挫 2.8%，融創(1918)跌
3.3%。
中生製藥(1177)首三季純利升22%至22億

元人民幣，市場借消息出貨，股價大挫
5%，是表現最差藍籌。莎莎(0178)業績後被
富瑞等大行調低目標價，該股大挫一成，收
報3.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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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朗蔚(左二)稱，港股雖然偶有反彈，仍要保持審
慎觀望的態度。左三為富昌金融主席郭俊偉。

殷考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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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昨舉行發行銀色債券記者會。左起：張穎思、陳葉小明、鮑克運及匯豐環
球資本市場常務總監兼亞太區信貸及利率產品交易主管石元良。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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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銀行最新港元存息
銀行

信銀國際

集友

渣打

南商

匯豐

東亞

恒生

建行亞洲

註：優惠存息一般有指定新客戶或新資金等限制，
最終條款細則以銀行公佈為準。

製表：記者 殷考玲

年息

3.8厘

2.78厘

2.1厘

2.28厘

2.05厘

2.3厘

2.2厘

2.35厘

定存期限

3個月

368天

12個月

208天

12個月

9個月

12個月

12個月

起存金額

1萬元

2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萬元

10萬元

1萬元

10萬元

第三批銀債發行撮要
認購期

認講渠道

申請資格

發行年期

面額

利息

發行金額

製表：記者 馬翠媚

11月28日上午9:00至12月6日下午2:00

20間配售銀行和15間指定證券經紀行

1953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並持有有效
香港身份證的個人投資者

3年

1萬港元

每6個月的付息日，以其相關的利息釐定日所
釐定並公佈的年息付息，釐定方法為下列較
高者，浮息：與通脹掛鈎的部分；定息：3厘

30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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