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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者iBond」之稱的銀色債券終於出爐，保底息率加至歷

來最高的3.5厘，在市場預期環球低息環境將持續下，對於一眾

追求保本穩陣投資的老友記，可謂甚為吸引。政府今次為免個別

長者太大手投資，限制每人最多只能獲發100手。若富貴長者嫌

銀債個人額度100萬元都「未夠喉」，又或未夠「秤」申請銀

債，其他高息債券又有何選擇，可以參考今期數據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政府 2016年推出首批銀債，與更早推
出的iBond相若，兩者派息同樣與通

脹掛鈎，並提供保底息率，其中首批及次
批銀債保底息率只有2厘，第3、4批保底
息率加至3厘，最新第5批加至3.5厘。若
以今年發行的iBond及銀債作對比，前者
保底息率只有2厘，後者保底息率3.5厘，
幾乎多近一倍，持有年期同樣為3年，每
手同樣1萬蚊。不過，銀債只供65歲或以
上港人認購，以及不設二手市場。

港府發債近零違約風險
觀乎現時市場上幾近零息的「紅簿
仔」，銀債提供的保底息率3.5厘無疑是
非常吸引，然而與存款產品不同，銀債始
終是債券產品，任何債券都有違約風險，
不過銀債發行人是港府，由於港府財政一
直以穩健見稱，可以視為零違約風險。今
批銀債發行額可酌情加碼至150億元，如

果申請人數與往年相若，意味人均可分發
手數將大增，而如果可獲分派最多100
手，持有3年，最少穩袋10.5萬元，在低
息環境下可謂相當「和味」。
因應投資債券有風險，年長投資者如

果要投資銀債以外其他債券產品，切記
留意發債機構的信譽、還款能力、信貸
評級。以被視為環球最穩陣的美國國債
為例，由於風險低、回報自然相應較
低，其中2年期美債孳息率只有約0.175
厘，5年期美債孳息率只有約0.4厘，兩
者都幾乎接近無息，就算是30年期美債
孳息率亦只有1.64厘，與銀債3.5厘相比
仍有大段距離。

蘋果公司債券息率3.7厘
若撇除美國國債，參考滙豐目前提供

不同債券選擇，債券產品最低入場由100
美元至20萬美元不等，以利豐有限公司

於2024年10月4日到期的債券為例，入
場費為20萬美元，票面息率4.375厘，每
半年派息一次。
花旗則提供更多債券選擇，不過入場

門檻相對較高，其中以蘋果公司於2022
年8月28日到期的債券為例，入場費為
11萬美元，票面息率3.7厘。而蘋果於
2024年1月10日到期的債券，入場費同
為11萬美元，票面息率3.35厘。
除銀行外，現時市面上亦有不同投資

平台，有提供買賣債券服務，選擇亦極
為廣泛，有高收益企業債券、半主權債
券、投資級別企業債券、主權債券等，
投資評級由極優質至垃圾債都有，投資
者可按個人風險胃納作出選擇。而不同
投資平台亦可能有不同入場門檻，以至
買賣手續費等，如老友記有意投資銀債
以外的債券產品，或事先要做多些功
課，先再作投資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如果老友
記不想承受信貸風險，又嫌港元存款息
低，亦可以考慮相對「保本」的外匯存
款，惟同樣需要留意賺息蝕價問題，現時
投資者最常敘造的外匯存款有美元、英
鎊、澳元及加元等。
不同銀行都有提供外匯存款優惠，參考
目前中銀香港提供的特優人民幣及外幣定
期存款優惠，合資格個人銀行客戶以兌換
資金原幣1,000元開立7天或1個月定存，
即享外幣定存特優年利率，其中以7天存
期息率較高，英鎊及加元年息高見8.8厘，
澳元及紐元亦高見7.8厘；1個月存期方
面，人民幣年息3厘，加元年息2.3厘，而

澳元、紐元、英鎊年息均為2厘。

南商人幣10厘定存優惠
人民幣近期升勢凌厲，不少銀行都有提

供人民幣定存優惠。其中，南商人民幣7
天定存優惠，年息達10厘，入場等值3萬
港元起，需以港元兌換資金。
富邦亦有人民幣7天定存優惠，年息8.8
厘，入場等值10萬港元起，同樣需兌換資
金，上限3,000萬港元止步。

虛銀新客5厘港元存息
如果仍擔心外匯存款太波動的話，亦可
考慮港元存款，現時天星銀行提供5厘活

期存息優惠，暫時是虛銀中最高，不過優
惠只適用於首2萬元存款，以及合資格全
新客戶。
至於其他大部分虛銀都提供1厘活期存

息，比市面上不少傳統銀行提供的港元定
存年息更高。
雖然有部分銀行或以特高定存年息吸納

新資金，但多數存款期較短，由7天至3個
月不等，以10萬元的1個月定期為例，年
息3厘，1個月理應袋息250元，但部分銀
行或要求以資金兌換做外匯存款，以及有
其他手續費等，事前都需先了解清楚，以
免蠶食預期投資回報，同時亦需留意外幣
匯率的變化。

外幣存息 英鎊加元高見8.8厘

B3 生活數
據

■責任編輯：劉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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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銀行認購銀債優惠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銀行/項目

工銀亞洲

中銀香港

恒生銀行

渣打香港

大新銀行

星展香港

招商永隆

花旗香港

認購
手續費

✓

✓

✓

✓

✓

✓

✓

✓

代收
利息費

✓

✓

✓

✓

✓

✓

✓

✓

到期
贖回費

✓

✓

✓

✓

✓

✓

✓

✓

提早
贖回費

✓

✓

✓

✓

✓

✓

存入費

✓

✓

✓

✓

✓

✓

託管費

✓

✓

✓

✓

✓

✓

✓

✓

轉入費

✓

✓

轉出費

✓

✓

✓

✓

轉倉費

✓

✓

✓

有留意財經新聞的讀
者，相信會記得中國恒大
（3333）的債券投資者變
成股東的「債轉股」事件
吧。說的正是任何投資均

涉及風險，債券也不例外，故決定投資
前，必須先參閱銷售文件，了解債券的特
點及所涉及的風險。
債券是由政府、企業及國際組織等機
構向外貸款籌集資金而發行的工具，發債
機構一般會承諾在指定日期內償還本金及
利息。如果投資者投資於債券，實際上是
借錢給發債機構。

港府銀債不能轉售獲利
簡單而言，債券分為上市及非上市債
券。如果債券在交易所上市，其買賣方式
與股票相若。至於非上市債券則可透過銀
行或經紀行在二手市場買賣。投資者亦可
在發債機構首次公開發售債券時直接向該
機構認購債券，如政府發行的iBond及銀
債。
值得一提的是，是次銀債不設二手市
場，如果持有至中途放棄，政府只會原價
贖回銀債，以鼓勵長者長期持有，亦意味
銀債投資者只可以用以收息，不能透過在
第二市場轉售債券獲利。

交易費用蠶食投資收益
由於債券交易金額一般較大，因此投

資者選擇投資賬戶時，宜先詳細了解銀行
或券商的交易費用，以減低投資成本。而
投資者開戶前，亦宜先了解有關平台有否
「啱心水」債券供買賣，並評估該些債券
的投資風險及回報。最重要的一點是，本
港可投資的債券大多以外幣為主，如美元
及人民幣等，因此投資者在投資前亦要考
慮外匯波動的影響，以免出現賺息蝕匯的
情況。

■記者 馬翠媚

買債券有乜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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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財政一直以穩健見稱，其發行債券
被市場視為零違約風險。 資料圖片

■今批銀債發行額可酌情加碼至150億元，如果可獲分派最多
100手，持有3年，最少穩袋10.5萬元。 資料圖片

■銀行提供的7天存期息率較高，英鎊及加元年息高見8.8厘，澳
元及紐元亦高見7.8厘。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道）在高交會
進行期間，雲天勵飛發布
以「應用驅動、端雲協
同、全棧演進、開放生
態」為理念的自進化城市
智能體，雲天勵飛董事長
陳寧兼CEO在發布會上表
示，未來10年是新基建的
關鍵10年，是基於自進化
城市智能體發展的關鍵10
年，也是AI技術自進化學
習的關鍵10年，雲天勵飛
願攜手合作夥伴，共同打
造群智、群創、群享的自
進化城市智能體生態。
據介紹，雲天勵飛自進化

城市智能體由算法芯片化的
感知網絡、算法賦能服務平
台、智能調度中樞、數據標
注與算法訓練平台AI OS，

以及多個場景應用組成，攜
手生態夥伴共建城市智能體
全場景開放生態。
會上，雲天勵飛並分別與

深圳特區建設發展集團和中
國系統簽署合作協議，打造
基礎設施領域的「AI 大
腦」和數字城市，以及在構
建現代數字城市、共建聯合
實驗室等方面展開合作。
深圳特建發集團副總經理

林建忠稱，集團今年戰略投
資雲天勵飛，成為雲天勵飛
的第一大機構股東，正是因
為高度認可雲天勵飛的人工
智能技術。相信未來特建發
與雲天勵飛的戰略合作將實
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圳先
行示範區建設，以及智慧城
市的建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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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校產學研項目亮相高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由11月11至
15日深圳舉行的第22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
交易會（下稱高交會），3,300多家海內外展商
帶來近萬個「黑科技」項目，來自香港多間大學
的產學研究項目是焦點之一。由於創新資源稟賦
互補性強，「香港科研資源+內地產業資源」成
為大灣區協同創新的重要模式。
香港理工大學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有着多年
學術積累。研究人員把測繪、地理信息、遙感等
領域的最新科研成果集成到統一的大數據平台
上，為香港、深圳等大灣區城市的管理帶來「智
慧大腦」。據新華社引述項目參與人、香港理工
大學助理教授朱孝林介紹，理工大學和深圳市福
田區聯合成立智慧城市研究機構，福田區提供免
費辦公場地和科研經費，雙方共同致力於智慧城
市前沿技術研究和技術轉移。

理大智慧城市項目落戶福田
這項合作落戶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合作區
由深圳河南側的香港園區和深圳河北側的深圳園

區組成。當前，深圳園區在空間整備、科創資
源、園區環境等取得積極進展，已籌集37萬平方
米科研空間，已落地和正對接的項目達126個。
此外，理工大學還展出其智慧城市研究院擔

綱的「城市智能感知與時空大數據分析」理論研
究項目。該項目團隊成員朱孝林介紹指，項目側
重在數據的採集和採集後的智能分析中，通過分
析大數據誤差，提高分析結果的可靠性，該項目
同時將基於時空數據對城市目標進行自動識別。

中大展示鼻腔手術機械臂
另一邊廂，香港中文大學展台的視頻演示

中，鼻腔手術專用的機械人手臂成為醫生的「第
三隻手」。據項目負責人介紹，醫生在做鼻腔手
術過程中，有時需要手持設備進行檢查，使用機
器人手臂可以減少醫生的手持設備操作，提高手
術效率。
與此同時，香港貿易發展局設立的「香港館」

內，展出包括用於5G系統的各向異性熱管理墊、
用於結構健康監測的噴塗式智能傳感器網絡、可

重洗的抗微生物紡織品、基於昆蟲生物技術的有
機廢棄物處理專利技術、智能降噪助聽器等。
作為香港展區的主辦方，香港軟件行業協會

理事黃錦麟稱，每年有近100家香港企業報名參
加高交會。他表示，除因為深港相鄰，高交會的
龐大規模也是吸引香港企業參展的原因之外，今
年受疫情影響，有九成報名參加高交會的香港企
業，都在深圳和香港有業務。

■今屆高交會吸引有3,300多家海內外展商參
與。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