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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嘉寶招股

僅36%港人稱能賺夠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有研究富裕人士退休計劃的調查發
現，雖然香港有 63%受訪者表示已
開展籌劃退休，但只有 36%認為其
退休生活，反映香港大部分富裕消費
者都認為難以達成理想退休生活，而
有關比率低於調查中其餘 4 個地區，
包括中國內地、馬來西亞、新加坡及
中國台灣。

一項由渣打銀行委託進行的獨立研究，
調查涵蓋中國內地、中國香港、馬來西

亞、新加坡及中國台灣 5 個地區，訪問了
1,000 名介乎 35 至 59 歲、經濟活躍的富裕人
士，了解其退休願望。 研究發現 5 個地區平
均有 67%受訪者表示已開展籌劃退休，亦有
平均 52%受訪者認為財務計劃符合進度、足
以達成理想退休生活，若單計香港在兩個項
目的數字均低於平均值。

近半人MPF額外供款
調查顯示，5個地區中有最多受訪者表示已
開展籌劃退休的地區，依次是馬來西亞 、新
加坡、中國內地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分
別佔 78%、74%、63%、63%及 57%。然而
最多受訪者認為財務計劃符合進度的卻出人
意表，依次是中國內地、中國台灣、馬來西
亞 、 新 加 坡 、 中 國 香 港 ， 分 別 佔 73% 、
59%、52%、43%、36%。值得留意的是，在

■有調查顯示，只有 36%港人認為其財務計劃足以達成理想的退休生活，比率遠低於內
地的73%。
資料圖片
中國內地及中國台灣表示財務計劃符合進
度、足以達成理想的退休生活的受訪者比
例，甚至高於當地表示已開展籌劃退休受訪
者比例。

退休最想旅遊度假
而在投資工具方面，認為已為退休生活做
好準備的受訪者中，當中 75%有投資於股
票、債券及單位信託基金，49%有為政府退
休儲蓄計劃作額外供款，41%有購買退休保
險計劃。若單計地區，有 51%中國內地受訪
者投資在退休保險計劃，有 82%中國台灣受
訪者投資於股票、債券及單位信託基金，有
49%本港受訪者有為政府退休儲蓄計劃作額
外供款。

若單計香港，調查中反映本港大部分富裕
消費者認為難以達成理想退休生活，當本港
受訪者被問到在退休籌劃所面對挑戰方面，
認同不利的環球金融氣候的佔 50%，認同缺
乏可產生足夠回報的投資機會佔 46%，認同
缺乏財務知識的佔 44%。至於問及理想退休
生活模式，本港受訪者首三大理想退休生活
模式，包括旅遊度假佔 77%、與親友共度時
光佔67%、做運動或維持健康佔47%。
渣打香港財富管理部主管潘偉勇認為，由
於住屋及教育開支上升，加上對旅遊和消閒
的需求越來越大，很多香港人覺得他們難以
實現理想的退休生活模式，儘管增加退休儲
蓄的需要顯然易見，但有關研究亦反映很多
富裕消費者正面臨不同挑戰。

而結構性產品、槓桿及反向產品、股本認
股權證、供股權及債務證券則不包括在內。
新納入的證券亦採用現行的收市競價交易時
段模式，包括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內的 5%價格
限制。
此前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僅覆蓋恒生綜合大
型股、中型股及小型股指數的成份股、有相

等候美聯儲議息記錄 加元橫行
金匯 動向
馮強
美元兌加元上周四受制 1.3350 附近
阻力後走勢偏軟，本周二曾向下逼近
1.3285 水平。加拿大統計局上周五公
佈 8 月份出口值按月回升 1.8%，是 3
個月以來首次上升，數據引致加元略
為反彈，美元兌加元未能持穩 1.3300
水平之上，不過紐約期油本周初的反
彈幅度受制每桶 54 美元水平後掉頭回
落至 52 美元水平，該因素反而限制美
元兌加元的下跌幅度。
另一方面，加拿大上周二公佈 7 月
份 GDP 按月增長停帶，是連續 4 個月
呈現經濟增長後首次處於不振表現，
加拿大 10 年期長債息率亦連日下跌，
本周初曾走低至 1.226%水平 1 個月低
點，對加元走勢構成負面，美元兌加
元持續高位徘徊1.33水平。
此外，市場憂慮英國與歐盟的脫歐
談判可能破裂，加上中美兩國貿易談
判充滿變數，市場避險氣氛逐漸升
溫，日圓本周二走勢偏強，帶動加元
兌日圓交叉匯價下跌，迅速回吐本周
初大部分升幅，減輕美元兌加元的下
行壓力。市場等候美國聯儲局本周三

對應 A 股在內地交易所上市的 H 股以及所有
交易所買賣基金。
至於昨天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主要數據，其
中，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成交 55 億元，即日總
成交則為 833 億元；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有成
交證券數目為 736 隻，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證券數目為2,635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證監會昨就投資者補償制度的優化
建議發表諮詢總結。有關建議包括
將就每項違法責任向每名投資者支
付的賠償上限由 15 萬元提高至 50 萬
元，並涵蓋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下的滬股通及深股
通。

證監指出，建議將賠償上限由 15
萬元提高至 50 萬元，基於以下原
因：a) 客戶資產持續增長；b) 覆蓋
水平比率有下降情況，證監對賠償
上限的大致目標是能達至大約 80%
的 覆 蓋 水 平 比 率 ， 惟 在 2014 年 及
2017 年調查顯示，以現行的 15 萬元
賠償上限計算，2014 年的平均覆蓋

投資攻略 人佈局保守，資金轉而流出股票型 ETF，依據彭博資訊統

避險氣氛升溫利金價

計，截至 2019/10/4 過去一周 ETF 基金淨流量顯示，整體股票型 ETF 為資

周一紐約 12 月期金收報 1,504.40 美
元，較上日下跌 8.50 美元。現貨金價
本周初受制 1,512 美元水平後走勢偏
軟 ， 失 守 1,500 美 元 水 平 ， 周 二 在
1,487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反彈，
重上 1,506 美元水平。市場擔憂歐盟
與英國就脫歐的談判可能失敗，投資
者的避險氣氛本周早段稍為升溫，美
國 10 年 期 長 債 息 率 一 度 向 下 逼 近
1.50%水平1個月以來低點，現貨金價
迅速在 1,490 美元之下獲得支持。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520 美元水
平。

金淨流出 81.4 億美元，其中以美國股票型 ETF 遭資金淨流出 96.6 億美元最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
1.3180 至 1.3380 水平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520 美
元水平。

FRIEND TIMES首掛無升跌
另一方面，內地手機遊戲營運商
FRIEND TIMES（6820）昨首日掛
牌上市。該股昨平開，報1.52元，其
後高見1.55元，惟其後持續下跌，午
後更一度低見1.41元，但臨近收市則
再度回升。FRIEND TIMES 昨最終
收報1.52元，無升跌。

■四川藍光嘉寶昨日起至周五招股。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水平比率大約是 75%，2017 年卻只
有大約 64%。2017 年的調查數據顯
示，若提高賠償上限至 50 萬元，平
均覆蓋水平比率將上升至大約
83%；c) 與國際情況比較，現時的上
限若提高至 50 萬元，賠償上限與英
國及香港金管局的存款保障計劃的
賠償上限一致，但仍然低於在另一
端的美國及加拿大的賠償上限。
另外，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的實施擴大了香港的市場及投資
者可觸及的範疇，內地投資者現時
可透過內地中介人涉足香港的股票
市場，香港的投資者亦能夠透過香
港的中介人涉足內地股票市場，故
此該賠償上限會涵蓋內地與香港股
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下的滬股
通及深股通。

經濟數據不振 資金流出股票ETF

晚公佈 9 月份會議記錄之際，主席鮑
威爾將於本周早段一連三日發表談
話，可能有助加元處於橫行走勢，預
料美元兌加元將暫時上落於 1.3180 至
1.3380水平之間。

金匯錦囊

響公司的上市活動時，董事長姚敏
表示公司是按既定計劃上市，看好
香港資本市場和物業管理行業的前
景。以發售價中位數 34.8 元計算，
公司集資淨額約為 13.848 億元，其
中 77%將用於物業管理服務業務拓
展以擴大業務規模；5%將用於提升
社區增值服務；8%用於升級 IT 系
統；以及 10%將用作營運資金和一
般公司用途。

證監擬大幅調高券商爆煲補償

上限提高至50萬元

港交所：已順利擴大收市競價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表示，旗
下證券市場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已順利擴大
至包括所有股本證券及基金。現在，收市競
價交易時段適用的證券覆蓋所有股本證券
（包括預託證券、投資公司、優先股及合訂
證券）及基金，包括交易所買賣基金及房地
產投資信託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物業管理服務商四川藍光
嘉寶（2606）昨日起至 10 月
11 日公開招股，發行逾 4,291
萬股，其中約10%在港公開發
售，招股價介乎每股30.6至39
元，集資最多逾16.7億元。以
每 手 100 股 計 ， 入 場 費 為
3,939.3 元，股份將於 10 月 18
日於港交所主板掛牌。華泰金
融與農銀國際為聯席保薦人。
四川藍光嘉寶首席財務官
張強表示，公司在主營的物
業管理服務上，源自於與母
公司藍光集團合作的收入與
佔比正呈現逐步下降趨勢，
至今年上半年收入佔比下降
至約 52.4%。此外，現時公司
與第三方開發商合作的在管
面積佔約 57%，顯示公司在
市場上擁有一定的競爭能
力，未來將持續積極與第三
方開發商合作。
派息方面，副總裁陳振華指公司
期望有穩定派息政策，上市後冀保
持派息比率在不少於淨利潤的
25%，並會平衡投資者需求及公司自
身發展所需。
對於本港示威活動持續，會否影

元入場
3939

財務計劃符合進度、足以達成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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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製造業與服務業數據疲弱、歐元區及德國綜合指數持
續下滑，引發景氣放緩擔憂，加上美歐貿易衝突升溫，投資

多，新興市場 ETF 則為小幅資金淨流入，個別新興國家則以巴西 ETF 獲資
金淨流入 1.1 億美元最多。
蘭克林證券投顧分析，未來一周將迎來
美中貿易高層級協商的重頭戲，儘管會
前雙方互相釋出善意，然過去幾輪美中貿易
談判消息反覆，邊打邊談可能為常態，惟市
場已逐漸習慣美中貿易打打談談的狀態，預
期除非衝突大幅升溫，否則對全球金融市場
的影響可望鈍化；另一方面，因應全球景氣
放緩壓力，全球央行將延續降息寬鬆，有助
維繫景氣與金融市場表現。建議投資人採取
多元佈局的均衡配置，建構包含全球債、美
元複合債券和伊斯蘭債券型基金等多元債券
類別之核心配置，並可增加與傳統股、債相
關性皆低的另類投資對沖策略部位，股票留
意美國、全球及新興亞洲股票型基金、建議
採取單筆區間操作及定期定額策略。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經理人愛

富

■富蘭克林投顧
德華．波克表示，目前最大市場上最大的擔
憂是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儘管美國就業和
工資持續增長，但是仍然需要持續觀察貿易
不確定性是否會令消費者和企業信心造成壓
力，若是消費者信心惡化，可能對金融市場
產生較大衝擊。

配置組合債高於股
此外，當世界各地的主權債利率出現負
值、美國固定收益產品的殖利率偏低，身為
多元資產投資團隊，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其他
的投資選項在哪，面臨當前的挑戰，採取更
加靈活的操作策略就顯得更為重要。投資團
隊目前配置債高於股，並側重金融、醫療及
公用事業等現金流量穩定的產業，降低投資
組合波動性。過去一周債券型 ETF 獲小幅資

金淨流入 4.1 億美元、流入金額大幅下滑：
以地區來觀察，以美國債券型 ETF 流入金額
14.5 億美元最多，新興市場債與新興當地貨
幣 ETF 同步呈現資金淨流出；若以投資信評
類別觀察，僅投資等級債 ETF 仍持續資金淨
流入，高收益債券 ETF 呈現資金淨流出，顯
示投資人風險趨避情緒。

外資流出多數亞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精選收益基金經理人桑娜
．德賽指出，美國工資增長持續強勁，或許
有機會看到企業盈餘出現衰退，但我們不確
定是否會在短期內衍生成美國實體經濟的衰
退；此外，在當前極低的固定收益市場利率
環境中，期望沒有風險跟波動的收益是困難
的，投資團隊目前透過分散配置各類債券，
精選優質的收益來源，打造市場震盪時期的
收益避風港。
美國 9 月製造業、服務業與民間就業數據
不佳加深投資人對於全球經濟前景疑慮，壓
抑新興亞股下跌；過去一周外資淨流出多數
亞股市場，其中以印度股市遭外資淨流出
4.15 億美元最多，印度央行雖如預期降息一
碼，但將本財政年度經濟成長率預估由6.9%
下修至6.1%反引發市場擔憂，加上銀行業流
動性不足擔憂，衝擊印股下挫。

中美恢復談判 紐元獲喘穩
金匯 出擊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上周美國公佈的一些疲弱數據令人擔憂美
國經濟可能走向長期放緩。市場將密切關注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周二晚發表的講話。另
外，投資者等候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由於
雙方都沒有顯示出讓步的跡象，使得市場彌
漫謹慎情緒。中美副部級談判代表周一啟動
了新一輪磋商，但雙方都沒有顯示出任何讓
步的跡象。
高級別磋商則將從周四開始，屆時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將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
澤、財政部長姆努欽舉行新一輪中美經貿高
級別磋商。本輪磋商在美國計劃將價值
2,500 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關稅從 25%上
調至 30%的約前一周開始。美國總統特朗普
已表示，如果談判沒有進展，關稅上調將生
效。投資者也在等待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
會(FOMC)將於周三公佈的 9 月會議記錄，

從中尋找美聯儲是否會在10月會議上降息的
線索。

澳放鬆政策預期限制升幅

上跨過的 0.6780，較大阻力參考 100 天平均
線 0.6870 以至 0.70 關口。至於較大阻力預估
在0.66以至0.65水準。
紐元兌美元方面，圖表所見，MACD剛上
破訊號線，或見紐元短線有喘穩傾向。支持
關鍵參考 2015 年 8 月低位 0.62 以至 0.60 關
口。當前阻力關鍵為延伸自 7 月的下降趨向
線，目前位於 0.6320，若紐元在後市可突破
此區，將可望在技術上擺脫這段時期的疲
勢，較大阻力參考 50天平均線0.6380及0.65
水準。

澳元兌美元周二上漲，但對澳洲進一步放
鬆政策的預期和中美貿易談判相關謹慎情緒
令漲幅受限。針對最近黯淡的經濟數據，澳
洲央行上周進行了今年的第三次降息，將利
率調降至紀錄低位 0.75%。利率期貨顯示，
預計年底前該央行還會再降息25個基點。
技術圖表所見，澳元兌美元自 8 月以來已
四 度 下 探 0.6670/80 區
域，最近一次是在上周
觸及 0.6670 的逾十年低
07：30 澳洲 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1.7%
位，並且跟之前三次一
前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前值553.8
19：00
樣在未有進一步下跌破
前周MBA抵押貸款再融資指數，前值2,202.60
的情況下均出現顯著反
8 月 JOLTS 職位空缺，預測 719.1 萬個，前值
美國
撲，可望澳元在此區或
721.7萬個
22：00
8月批發庫存月率，預測0.4%，前值0.4%
已築起技術底部。阻力
8月批發銷售月率，預測0.2%，前值0.3%
位回看過去兩周未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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