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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叫人借

錢的廣告雖然滿天飛，但香港人一向都習

慣性鍾意儲錢。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

保會）昨日披露，去年受存保計劃保障的

成員銀行，持有之相關存款總額為2.368

萬億元，按年增長3%。按統計處本港最

新人口750.92萬計算，即人均銀行存款

約31.5萬元。另外，疫下經濟衰退，存

保會調查顯示，不足七成港人有儲蓄習

慣，而人均每月儲7,000元，回落至2018

年水平。近半人指儲蓄是為「應付不時之

需」，並普遍認為要有50萬元儲蓄才獲

足夠安全感，較去年的78萬明顯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存保會今年8月至9月以電話訪問1,000名
成年人，並對301名育有至少一名10歲

或以下子女的家長進行深入意見調查。調查
顯示，67%受訪港人有儲蓄習慣，有儲蓄習慣
的市民每月平均儲7,000元，按年跌7%，回
落至2018年水平。至於每月儲蓄中位數則維
持在5,000元。

存保會料關經濟波動
存保會主席許敬文昨表示，在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下，香港人儲錢能力不免受到各種挑
戰，每人每月平均存款金額減少，或與香港
經濟表現波動有關。

訂下儲蓄目標人士上升
銀行存款是最常用的儲蓄方式，比率達

72%。至於儲蓄的原因，最多（46%）受訪港
人是為應付不時之需，按年增加8個百分點。
調查同時發現，港人儲蓄目標更趨明確，接
近四成受訪者表示自己有訂下本年儲蓄目
標，比例較去年增加6%，當中更有七成認為
自己能達成訂下的儲蓄目標。
另外，市民認為50萬元儲蓄才獲足夠安全

感，較去年的78萬明顯減少。數據或反映在
疫情及經濟的打擊下，港人儲錢能力下降的
同時，較低的儲蓄額已足令他們安心滿足。
至於對目前擁有的儲蓄所帶來的安全感，

平均評分為54.8分（高於50分表示比較有安
全感），按年下跌1.3分。

家長供書教學更重儲蓄
另一方面，為了解本港家長替子女儲蓄的

概況，調查進一步訪問育有至少一名10歲或
以下子女的家長，當中有儲蓄習慣的家長比
例高達76%，他們每月平均儲蓄近8,600元，
較普遍市民高出約22%。有近半家長表示有
為子女額外進行儲蓄，目標是為每名子女儲
蓄近百萬元，主要用作教育開支。
許敬文昨表示，透過是次調查，大家可以
進一步了解到本港家長為子女儲蓄的概況，
所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為人父
母的受訪者，比整體港人有更加固定的儲蓄
習慣，目標亦訂得更高。
他表示，期望透過存保會各項公眾教育活

動，進一步令整體香港人，以及其下一代更關
注儲蓄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存保會亦會繼續
為存戶提供法律保障，守護市民的存款，為他
們送上多一層安全感。

疫下儲錢難安全感降至揸50萬
港人月均儲7000 跌回2年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財富管理集團SJP Asia昨
日公布首份香港財富與生活調
查，針對本地中高收入散戶投
資者，並從投資取向、支出及
儲蓄方式分析其與財富關係，
發現有78%港人沒有理財規
劃，同時有32%港人不滿意目
前儲蓄水平。

30%人認消費無節制
針對預算習慣，調查發現，

74%港人期望每年能儲起16%
以上年收入，而有32%受訪者
不滿意他們目前儲蓄水平，或
是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儲
蓄。至於港人未有實現較多儲
蓄的主要原因中，高昂的生活
成本佔40%，不確定多少儲蓄
才得以實現未來計劃佔35%。
另外，有30%受訪者表示他們
在消費上沒有節制。

投資最不信加密貨幣
調 查 亦 發 現 ， 除 現 金

（89%）外，香港人持有最多

的資產類別為股票（87%）、
投資相連保險（53%）及物業
（49%）。在新冠肺炎疫情發
生前，受訪者對物業（77%）
及固定收益產品（75%）的表
現最為滿意，而最令人失望的
資產類別是加密貨幣（19%）
及股票（19%）。調查亦提
到，香港投資者在這段時間對
加密貨幣（63%）及管理基金
（48%）的投資信心最弱。
在管理投資組合方面，調查

發現，香港投資者三大最重要
的考慮因素依次為多元化
（29%）、風險水平（25%）
及流動性（21%）。另外，港
人整體上較擅長於規避風險，
在需要時會迅速套現以嘗試減
少短期損失，其中問及如何應
對除現金、保險及退休金以外
的資產類別表現不佳的情況，
受訪者選擇在24小時內套現的
三 大 資 產 類 別 為 股 票
（34%）、加密貨幣（29%）
及交易所買賣基金（28%）。
SJP Hong Kong 業務主管

Matthew Deeprose 表示，大
部分香港投資者並沒有現有理
財計劃以規劃未來，情況令人
擔憂，加上在目前低息環境及
市場不穩情況下，不少香港人
沒有意識到僅靠薪金收入難以
實現財務自由。他認為，港人
需要謹慎地投資、增加收入來
源及更有效地儲蓄以積累財
富，同時應建立穩健理財規劃
及確保資產有足夠的流動性，
以應對不可預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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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電信
（0728）昨日公布，首三季股東應佔利
潤為187.06 億元（人民幣，下同），比
去年同期上升1.7%；EBITDA為922.1億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0.3%；經營收入為
2,926.14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5%。
其中，服務收入為2,808.68億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3.5%。該股昨收報2.47元，跌
5.36%，成交額3.235億元。

收入增3.5% 6480萬5G客
期內，公司移動用戶達到3.49億戶，

淨增1,378萬戶，其中5G套餐用戶數達
6,480萬戶，淨增6,019萬戶；平均每月每

戶移動服務收入(ARPU)為44.4元，較去
年同期仍有所下降。公司指，將聯同家
電巨頭美的集團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
議，拓展5G智能製造領域。至於有線寬
頻用戶約1.57億戶，淨增362萬戶。
至於經營費用期內較去年同期增長

4.2%，其中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同比升
12.6%，主因是支撐5G、產業數字化業
務發展。此外，投資收益及應佔聯營公
司的收益較去年同期上升25.1%，主要由
於應佔中國鐵塔公司損益增加所致。
該公司在首三季產業數字化收入約為

634.36億元，同比增長6.9%。至於全網雲
業務收入約為80.46億元，保持快速增長。

中電信首三季利潤升1.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隨着螞蟻
集團招股時間的越來越接近，更多熱錢湧
港。金管局昨日分別在本港時間凌晨及本
港交易時段分別入市承接54.25億港元和
120.13億港元買盤，為連續第13日注資，
本月累計向市場注近1,200億港元。亦因如
此，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下周二(27日)將增
至3,848.67億港元，為逾四年半高位。

金管局3周接錢近1200億
螞蟻集團上海科創版IPO註冊已獲中證
監批准，最新招股書顯示，10月23日為
上海上市進行初步詢價，並將在10月26
日定價。據路透旗下IFR報道，螞蟻估值
提升至最多4,610億美元（折合逾3.57萬
億港元），香港將於下周二至下周五招
股。阿里巴巴(9988)則公布，螞蟻A、H股

各發行約16.707億股，阿里將參與戰略配
售，認購7.3億股A股。

第一服務掛牌跌26.6%
其他新股方面，物業管理公司第一服務

（2107）昨掛牌，最高一度見2.06元，全
日以最低位1.76元收市，較發行價跌0.64
元或26.67%。以一手2,500股計算，每手
賬面蝕1,600元（不計手續費）。
此外，滄港鐵路（2169）公布以每股
0.95元定價，集資淨額約1.929億元，公
開發售部分錄得超額認購約11倍，一手中
籤率只有6.5%，抽20手（80,000股）方
可穩獲 1 手。另外消息指萬國數據
（9698）國際配售已獲超額認購。
暗盤價方面，輝立交易場數據顯示，滄港

鐵路昨開報1.06元，升0.11元或11.58%，

其後相當波動曾一度高見1.35元，及低見
0.9元，最終收報0.96元，升1.05%。以一
手4,000股計算，每手賬面獲利40元。

港股連升5個交易日
至於港股大市，恒指昨早低開58點後，

最多曾跌197點，全日收報24,786點，升
31點或0.13%，連升5個交易日，成交額
略為減少至逾 1,071 億元。國指收報
10,085點，升7點或0.07%。受裁員消息
拖累，國泰航空（0293）下跌 0.2 元或
3.42%，收報5.65元。內銀股獲追捧，工
行（1398）升2.61%，收報4.71元；建行
（0939）升 2.3%，收報 5.79 元；中行
（3988）升1.96%，收報2.6元。

前景未明朗 國泰回吐3.4%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恒指雖然連升5個交易日，但
昨日升幅不大，而且一向表現較為落後的大
型內銀股亦上升，故認為恒指再大升的機會
不大，短期內25,000點仍是阻力位。
對於國泰宣布裁員，黃德几表示這是迫不

得已的辦法，令公司得以持續捱多一段時
間，期望能支撐到新冠疫情消退、航空業復
甦的一天。雖然從傳統智慧來看，透過裁員
降低營運開支，或可支持股價表現，但由於
環球經濟與航空業前景仍然相當不明朗，因
此短期內國泰股價難以大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銀保監會黨委委員、副主席梁濤昨日
在2020金融街論壇上表示，內地金融機構
不良資產認定和處置大幅度推進，今年首
三季共處置不良貸款1.73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多處置3,414億元。下
一步要堅定不移地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攻堅戰。
數據還顯示，到9月末商業銀行逾期90
天以上的貸款與不良貸款的值比為
80.2%，部分銀行逾期60天以上的貸款全
部納入不良。首三季新提取貸款審計準備
金1.54萬億元，同比增長15%。

P2P網貸機構削剩6家
在防範金融風險方面，梁濤還指，影子
銀行的風險持續收窄，目前較歷史峰值壓
降約20萬億元；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形勢根
本好轉，全國實際運營的P2P網貸機構由

高峰時期5,000家壓降到9月末的6家，借
貸規模及參與人數連續27個月下降。
梁濤還說，安邦、明天及華信等不法金
融集團的資產清理，追贓挽損、風險干預
工作扎實推進，恆豐銀行、包商銀行及錦
州銀行等風險機構的處置取得階段性成
效，金融違法犯罪受到嚴重打擊。

銀保監稱已控制灰犀牛
「金融安全的灰犀牛得到了控制。」梁

濤引述數據稱，首三季新增房地產貸款佔
全部新增貸款的比重較去年同期下降3.7
個百分點，配合地方政府化解隱性債務近
3年來銀行保險機構累計增持地方債券11
萬億元，特別今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
的衝擊，及時出台了紓困措施，提早謀劃
應對風險反彈的回潮，嚴密監測防範外部
風險衝擊，有效防止公共突發衞生事件引
發的重大金融風險。
「從國際上看，經過一個時期的經濟下

行，未來經濟領域的風險可能加速向金融
風險的演變。從國內看，經濟增速下行也
會帶來資產劣變的壓力。」梁濤說，下一
步將把風險估計的更全面，把措施準備的
更充分，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的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螞蟻集團A股招股影響市場流動性，
昨日滬深A股下行，上證綜指一度失守
3,300點關口。隨着白酒股、券商股等接
力式上漲拉升，滬指3,300點失而復得，
最終滬指跌0.38%報3,312點，深證成指

跌0.53%報13,396點，創業板指跌1%報
2,673點。滬深兩市成交總額6,637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前一交易日減少
425億元。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出逾27億
元，是連續七個交易日淨流出。

中證監稱備全註冊制條件
另外，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李超在金融

街論壇上表示，通過科創板、創業板兩
個板塊的試點，全市場推行註冊制的條
件逐步具備，接下來要做好全市場註冊
制的改革準備，加強科創板、創業板各
項制度規則情況的評估，研究制定全市
場推廣註冊制的實施方案。
科創板開市以來上市公司超過180家，

IPO融資金額佔同期A股的一半；創業板
改革8月24日落地以來，截至10月21日
註冊制下上市公司有38家，市值合計超
過7,0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海油
（0883）昨日公布第三季運營數據，由
於國際油價仍未有較大起色，期內其未
經審計的油氣銷售收入錄得355.5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26.8%；不
過受惠於中國多個油田的產量貢獻，實
現總淨產量1.31億桶油當量，同比上升
5.1%，首三季累計3.89億桶油當量。
首席財務官謝尉志於電話會議中表

示，很有信心完成全年5.05億至5.15億
桶油當量的產量目標，料明年油價可在

今年的基礎上有所回升，惟難以判斷漲
幅。
第三季內，中海油平均實現油價每桶

43.03美元，同比下降29.3%，與國際油
價走勢基本一致；平均實現氣價為每千
立方呎5.85美元，同比升2.0%，主要由
於中國高氣價天然氣銷量的增加。
謝尉志透露，第三季資本支出184億

元，同比下降5.8%，年中已將全年資本
支出由原來的850億至950億元下調為
750億至850億元，有信心完成。

中海油料明年油價回升

螞蟻IPO吸資 A股乏力上螞蟻傳下周二招股 估值逾3.57萬億

內銀處置不良貸 首三季1.73萬億

■SJP Hong Kong業務主管
Matthew Deeprose

■銀行存款是港人最常用的儲蓄方式，比率達72%。而近四成受訪者表示自己有訂下本年
儲蓄目標，比例較去年增加6%。 資料圖片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李超表示，研究制
定全市場推廣註冊制的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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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公
布，螞蟻A、H
股 各 發 行 約
16.707 億股，
阿里將參與戰
略配售，認購
7.3億股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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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保監會表示，影子銀行的風險持
續收窄，目前較歷史峰值壓降約20萬億
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