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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iBond 保證逾 2 厘回報 下周開售
政府相隔 4 年後再度推出通脹掛鈎債券
(iBond)，第 7 批 iBond 跟之前 6 批 iBond
內容大致相若，但最低息率保證達到 2
厘，較以往保證息率多 1 厘，今次目標最
高發行額更由以往 100 億港元提升至 150
億元。在這個環球低息的年代，不少專家
學者都認為 iBond「抽得過」，幾乎等於
政府派糖。香港居民於下周五(23 日)至 11
月 5 日可以開始申請，今期數據生活將會
介紹如何抽 iBond 可以有較高勝算，以及
一些 iBond 以外的高息之選，讓大家一起
抗通脹。

另類派糖
唔抽走寶

■ 金管局上周公布新 iBond 保證息率上調至 2 厘，發行額亦
最多可加碼至150億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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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果從收息角度去看，由於限聚令仍未解除，
私人消費受壓，私人房屋租金升幅收窄，在
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香港 8 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PI）按年跌 0.4%；繼 7 月跌至 2.3%以來，連續
兩個月呈通縮，經濟師預測全年 CPI 介乎 1.5%至
2%之間，即今批iBond頗大機會需採用到最低保證
利率 2%，以一手一萬元計，一年利息為 200 元，
對於部分人而言可能不太吸引。

如

3 個月港元定存息
高達 10.8 厘
高息選擇

學者：適合有閒錢市民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表示，最
低保證息率 2%對於較少投資，又有「閒錢」或退
休的市民而言，吸引力不俗，且由政府發行，違約
風險極低。但需留意美元走勢若下跌，港元跟隨美
元貶值，人民幣相對升值，屆時出現成本帶動的通
脹，料 iBond 的回報會跟隨向上。翻查過往 6 批
iBond，年息曾試過低至 1.02%，最高為首批首次
派息，有 6.08%；首批 iBond 派息 6 次平均息率為
4.52% ， 其 後 第 2 至 6 批 iBond 平 均 息 率 分 別 為
4.15%、3.81%、2.85%、2.08%和2.06%。

過往 iBond派息及首日收市情況
期數

平均派息率

每手派息

首日收市價

分配情況

第1期

4.52%

1,358.16元

106.7元

認購44手以下獲足額配發

第2期

4.15%

1,243.45元

105元

認購3手穩獲3手

第3期

3.81%

1,144.33元

103.15元

認購2手穩獲1手

短炒宜首日沽 勿借孖展

第4期

2.85%

856.96元

105.15元

認購2手穩獲2手

若由「即食」的角度去看，按以往經驗，iBond
於首日的價格多數最高，收市價介乎 103.15 元至
106.7 元，但如何可提高命中率及中的手數？立法
會議員張華峰就推介 3 招，第一是全家總動員申請
入飛，博人人有份，至少獲派一手；第二，不要借
孖展，若 iBond 開賣 9 天期間，遇上世紀集資王螞
蟻集團千億元招股，屆時拆息扯升，孖展息可能坐
地起價，短炒隨時得不償失；第三，動用 2 萬至 3
萬元，認購 2 到 3 手，即使今年政府把 iBond 的發
行額或加碼至 150 億元，相信在兩厘「息」誘下，
必獲搶購仍不夠分。

第5期

2.08%

623.01元

105.5元

認購2手穩獲1手

第6期

2.06%

617.16元

103.35元

認購2手穩獲2手

根據往績 申請兩手或全中

銀行 iBond認購豁免優惠
銀行

認購手續費 託管費 代收利息費 到期贖回費 二手買賣交易費 轉倉費

中銀
滙豐
渣打
恒生
東亞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則指出，過去
6 次公開發售 iBond，最多申請的人數有近 60 萬
人，若以今次申請人數同樣有 60 萬人及發行額達
150 億元作計算，申請兩手料應可獲全數分配，其
他申請更多手人士，料可能獲分配三手或四手，若
希望有較多分配，以申請四至五手的策略，即最多
動用5萬元資金。

花旗
大新
招商永隆
信銀





















































有分析指，政府所籌集的資金會撥入外匯
基金下的債券基金作投資，2017 年的綜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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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醫學發展一日千里，不論是
在職場還是日常生活，我們都需要與
時並進，健康保障自然也不例外。隨
着社會進步，我們的壽命越來越長，
意味着將會面對更多的疾病威脅，早
年投保的危疾保障產品或已不敷應付
未來的醫療所需。因此，一些專門彌
補危疾保障缺口的新危疾產品應運而
生，而且更設有無索償保險賠償、平
衡保費及延長保費寬限期等特點，提
供保障之餘同時為客戶帶來更靈活周
全的財務安排。
這些產品主要為本港常見的致命
疾病，如癌症、心臟病發及中風提
供多次賠償。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既
然已擁有一份危疾保障，就沒有必
要再花費額外支出投保多一份危疾
保障。不過值得留意的是，早年市
場上推出的危疾保障產品普遍只會
提供一次性賠償，一旦被保人不幸

患上危疾，保單於賠付後便會完
結，客戶就會失去後續經濟支援，
而這些產品的推出正正能夠填補早
期危疾保障不足的地方。

期內無索償可獲退回保費
除此之外，這些產品更有一大特
點，就是設有無索償保險賠償。如
果被保人於保單期滿前，沒有申請
過任何索償，可獲退回已繳保費總
額，作為努力保持健康的獎勵。
在這情況下，被保人既可以得到
充分保障，毋須擔心單次危疾保障
於賠付後，保單就會終止，令往後
日子失去後盾。同時，假如被保人
能夠一直保持健康，直至 85 歲時保
單完結，更可獲退回已繳保費總
額，等同全數「回本」。
這類型保單為填補現有保障缺口
而設，保費亦較相宜，是一般具儲

平衡保費 供款更有預算
同時，這些計劃更就因應市場需
要而增加一些產品特點，例如近年
就業市場受壓，一旦投保人不幸被
解僱，可選擇申請延長保費寛限期
至最多 365 日，但仍可享有保單提供
的保障，由此可見其靈活性。
時代不斷進步，保障需求也會有
所改變，我們應該定期檢視個人保
障是否足以應付現時和將來所需，
並善用合適的產品，為未來作最好
準備，成就美滿安穩的人生。
■AXA 安盛首席人壽保險業務及
市場拓展總監 左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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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記者 莊程敏

另外，傳統智慧指出，抗通脹的選擇還有
黃金及磚頭。過去 20 年金價由 1999 年低點
的 300 美元升至現今約 1,900 美元水平，上
升 了 超 過 6 倍 。 樓 價 指 數 亦 由 1997 年 的
163.7 點 升 至 2019 年 的 383 點 ， 上 升 了
235%。但當然黃金及磚頭的入場門檻較
iBond 高得多，但其抗通脹效果亦相應明顯
很多。

蓄成分的危疾計劃之約三至四成，
而且採用平衡保費形式，即保費不
會跟隨被保人的年齡而遞增，配合
短至 10 年的供款年期，讓規劃更有
預算。







黃金抗通脹表現遠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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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並進成就更周全保障





2,000 億元相比仍存不少空間發債，相信政
府如加大發行量更能貼合市民的需求。

保險解碼





螞蟻銀行存 2 萬 年息 2.5 厘
虛擬銀行方面，本港第六間虛擬銀行螞蟻集團旗下
的螞蟻銀行（香港）上月底正式開業。該行將提供年
利率高達 2.5 厘的「存款寶」活期儲蓄存款，存款上
限 2 萬元，年利息為 500 元，較 iBond 為吸引；若存
款為2萬以上至50萬元，年利率為1厘。
其實除了港元定存外，外幣定存利息亦不俗。招商
永隆推出人民幣定期存款三個月最多賺息 2.5 厘，起
存額為本金 10 萬元人民幣，不少外資已爭相上調人
民幣今年底預測，高盛及滙豐皆預計人民幣可達
6.7，不過外幣的風險則明顯較 iBond 大。中國通海資
產管理私人客戶顧問服務總監張佩儀指出，市面上不
少短期儲蓄保提供高達 3 厘年息，回報可較 iBond 更
優勝，而且當中不涉及 iBond 的手續費、認購費及代
收息費等。

藍籌收息股回報高逾 5 厘
投資者除了可以考慮買 iBond 收息外，也可考慮投
資收息股。市場上也有不少較 iBond 息率更高的收息
股，當中不乏藍籌股，如九倉置業（1997）及新世界
（0017），兩者股息率分別為6.67厘及5.35厘，在藍
籌股當中，以上周五收市價計，以中國石化（0386）
股 息 率 最 高 ， 達 11.1 厘 ， 其 次 是 中 國 海 洋 石 油
（0883），有10.2厘。

銀行券商 6 免爭生意

由於 iBond 料會吸引大批市
民認購，不少銀行及券商推出
優惠「吸客」，除了豁免多項
手續費，新客戶更可獲贈股票
及超市禮券等。當中最大手筆
則算是耀才，將就 iBond 推出
「6 免」優惠，豁免認購手續
費、暗盤買入及沽出佣金、託
管費、代收息費、贖回費及轉倉費。若
屬新開客戶認購 iBond，符合特定條款
可獲贈 20 股盈富基金（2800）及 10 股
滙控（0005），上周五收市價分別為

認購優惠

不足之處

建議掛鈎外匯基金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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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銀行均豁免提早及到期贖回費 最終優惠以銀行公布為準

價消費指數為 1.5%，各批 iBond 年息率介乎
1.02%至 1.78%之間，債券基金固定比率有
2.8%，即 iBond 回報率雖然跑贏通脹，但低
於債券基金回報率，建議政府應考慮重新釐
定 iBond 回報，如將其與固定比率或外匯基
金回報率掛鈎，相信更能與民共富。
另外，立法會在 2013 年 5 月，已就《借款
條例》第 3 條通過一項決議將借入總額的上
限由 1,000 億元提升至不多於 2,000 億元；參
閱審計署報告，2019 年債券基金未償還債券
總額約為1,180億元。今次iBond政府目標發
行最多 150 億元，與《借款條例》所訂定的





每人一兩手 抗通脹成效難彰

政府表示推出 iBond 的目的之一是
幫助市民抗通脹，但債券發行量最多
只有 150 億，以 2017 年為例，有 50
萬人申請，結果每人最多可獲派三
手，每手 1 萬元，即每人最多只能獲
得 3 萬元的債券，每年獲派利息 600
元，債券年期也只是 3 年，合共 1,800
元利息，效果只是杯水車薪。

由於市傳有望成為全球集資王的螞蟻集團上
市在即，多家傳統及虛擬銀行都紛紛加港元定
存息，當中以工銀亞洲的年息10.8 厘最高，資
金門檻為本金 8 萬元，無須新資金，合資格客
戶敘造 3 個月港元定期存款，3 個月可穩陣袋
2,160 元息，但都要符合特別條件，就是合資
格的全新客戶，須參加 10 人同行的手機銀行
「e 開戶」，並成功推薦 9 位全新客戶，才能
賺取有關高息優惠，優惠截至今年 12 月底。集友銀
行一年期港元定期存款存息亦加至1.05 厘，但須符合
指定理財戶及新資金，起存額為 100 萬元，1 年可賺
10,500元息。

24.98 元及 31.45 元，不計手續費及其他
費用，金額為 814.1 元。但因贈股涉及
碎股，散戶或要留意買賣程序及相關收
費。
另外，致富亦豁免多項收費外，新客
戶透過應用程式或遙距開戶，並存入
10,000 元或以上，可獲取 50 元超市禮
券；現有客戶若成功推薦一位親朋戚友
於網上開戶，也可獲50元超市禮券。
輝立證券則預留約 6 億至 10 億元孖展
額度，3 手孖展免息、免入錢，手續費
僅38元。

消費板塊有望成本季市場焦點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雖然中美糾紛及環球疫情
起伏不定顯然仍是港股最大
051 不確定因素，但內地經濟下
半年持續好轉，世界銀行於 9
月底亦調高對內地 2020 年全年之 GDP 增長預
測。在經濟活動及企業盈利復甦之下，筆者
認為第四季港股表現應有所支持，加上若年
底前中美關係有所緩和或疫苗出現進展，將
成為港股的主要催化劑。

旅遊業好轉將帶動消費
過去一周，內地新聞主要圍繞黃金周假期
的消費表現。據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統
計，整個黃金周 8 天假期，全國內地遊客人數
已恢復去年的 79%水平；旅遊收入亦恢復
2019 年同期的七成。相反，回顧今年五一假
期間，內地全國旅遊收入僅為去年同期的四
成。由此可見，內地旅遊業明顯好轉，這將
帶動整體消費市道，包括商品消費、餐飲、

住宿、交通運輸等，並拉動第四季內地經濟
表現。於 9 月 1 日至 10 月 9 日，恒指雖然回吐
近一千點，但恒生消費品製造及服務業指數
卻逆市微升，顯示資金已開始加碼消費股。
筆者相信消費板塊將會是第四季的市場焦
點，並有望繼續跑贏其他主要板塊。

內地龍頭消費股可受惠
網購相關板塊今年於疫情下表現更加強
勢，筆者認為此板塊長線增長動力仍將持
續，但除了一直受投資者青睞之網購股外，
疫後復甦概念之傳統內地龍頭消費股亦值得
關注：飲品股、餐飲股、體育用品股和汽車
股等，皆受惠內地經濟活動恢復及內循環概
念；而走高檔、高毛利、產品高質化之龍頭
股亦將特別受惠於消費者健康意識的改善和
消費升級的需求。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