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債8月23日起認購 保底息4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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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元入場 發行450億 專家建議抽30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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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億元銀債，保證息率 厘。圖為金管局助理
▼管局發行最多 450
總裁陳家齊（右二）、金管局主管（貨幣及結算）阮志才（左二）
等出席記者會。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第七批銀債發售詳情
債券年期 三年
申請價

每手申請價為1萬港元

發行額

350億港元；可視乎市場情況，提高至最多450
億港元

利息

每6個月按下列較高者付息一次：（1）浮息：
與通脹掛鈎的部分；（2）定息：4.00%

認購期

8月23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9月2日（星期
五）下午2時

於1963年或之前出生並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
申請資格
市民，可透過20間配售銀行或27間指定證券經
及渠道
紀提出一份申請；重複申請將不被接納
配發機制

按循環機制配發；每位投資者最多可獲配發100
手債券

發行日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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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市場 不設二手市場及不會在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

穩健投資

政府公布第七批銀色債券的認購詳情，大部分安排與
之前相若，最主要的兩項變化，是保底息由 3.5
厘上調至
厘 ， 發 行 額 由 300
億 元 提 高 至 350
億元（並可因應市況酌情
提高至最多 450
億元）。金管局形容 厘保底息是 合適安
排 ，希望市場反應正面、積極。銀行界人士預期可錄得
超額認購，建議考慮認購 手至 手債券。
大公報記者 黃裕慶、邵淑芬
﹂

新一批銀債將由8月23日起至9月2日
期間接受認購。合資格認購人士須年滿60
歲（即1963年或之前出生），及持有有效
香港身份證。認購渠道包括20家配售銀行
和27家指定證券經紀。
對於今批銀債的保底息提高至4厘，金
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解釋，是綜合考慮多
項因素而釐定，冀投資者覺得吸引；加上
銀債的浮息部分是與通脹掛鈎，她形容是
「進可攻、退可守」 的產品。

排，每名投資者最多只能獲配發100手債
券。
滙豐環球資本市場董事總經理兼亞太
區外匯、利率及商品業務、債務交易及融
資主管石元良表示，隨着今年發行額增
加，加上低入場門檻，他對銀債的市場反
應 「好有信心」 ，相信有助 「銀髮族」 在
波動市況中尋求穩定的投資回報。

前兩批提早贖回低於2%

渣打財富管理投資產品主管許國威亦
說，政府是次推出的銀債保證息率上調至4
厘，是歷來最高，相信認購反應會較以往
政府推出的零售債券踴躍。他預期認購額
會較去年的銀債多一成半，每人最多可獲
分配20手。
債券對息口變化極為敏感，在息口趨
升的環境下，恒昱資本固定收益投資經理
陳耀基預期今批銀債的認購反應可能較去
年略為遜色，與上一批iBond（通脹掛鈎債
券）的市場反應相近。
他解釋說，部分銀行提供的一年期港
元定存見3厘或3.1厘，而市場預期美聯儲
在今年9月、11月和12月仍會繼續加息，
加幅分別為75、25和25基點，屆時港元利
率也會相應攀升。整體而言，他相信投資
者對銀債的反應正面，惟認購數字未必高
於去年。

30

4

﹁

4

銀債基本與通脹掛鈎債券（iBond）無
異，只是申請資格方面，只限年滿60歲的
香港身份證持有人購買。其他條款則與
iBond相同，年期為3年，每半年派息一
次，息率與通脹掛鈎，並設有保證最低息
率，而保底息一向較iBond為高。以去年為
例，當時銀債最低保證息率為3.5厘，但

認購費用全免

滙豐

豁免認購手續費、存入費、託管
服務費、代收利息費、提早贖回
債券費、到期贖回債券費

渣打香港

豁免手續費、債券轉至渣打股票
戶口、託管費、代收利息費、贖
回到期債券費用

花旗香港

豁免認購手續費、存倉費、代收
利息費、到期贖回費、提早贖回
手續費、存入費、轉出費

耀才證券

豁免100%利息、100%按金、認
購手續費、存入費、存倉費、轉
倉費、託管費、不動戶費、到期
贖回費、代收股息手續費

銀行

定存年期

年利率

起存金額

適用客層／其他要求

招商永隆

12個月

2.7%

1萬港元

為手機銀行客戶而設的
特惠存款息率

中銀香港

12個月

最高2.2%

1萬港元

「私人財富」 ／ 「中銀
理財」 客戶／新資金

滙豐

12個月

2.1%

1萬港元

滙豐卓越理財／尚玉客
戶／新資金

渣打香港

12個月

1.7%

10萬港元或等值

個人客戶／新資金

恒生銀行

12個月

1.7%

1萬港元或以上

個人客戶／新資金

註：資料只供參考，詳情以銀行公布為準。資料截至8月9日

美大幅加息 港元定存或升見4厘
【大公報訊】銀債只限長者參與，其實一般市民亦有其他高息產
品 可 以 選 擇 。 如 內 銀 股 一 向 派 息 穩 定 ， 農 行 （01288） 、 中 行
（03988）股息率接近10厘，建行（00939）及工行（01398）股息
亦有9厘。不過，若嫌股票風險較高，加息周期下，近期銀行紛紛上調
定存息率，12個月定存亦有接近3厘水平，加上預期未來息率很大機
會再上，雖然息率不及銀債有4厘，但仍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雖然現時有不少短期定存息率逾4厘，如集友7天存款息率高
達6厘，南商7天為5.5厘，但這些均為短息，長息暫未見達4厘水平。
如12個月定存為例，三大發鈔行中，以中銀定存息最高，達2.2厘，而
招商永隆則高達2.7厘。不過，美國今年料會繼續大幅加息，而港息仍
未跟隨，意味着港元定存未來很有可能高過4厘。另一方面，銀債相對
銀行定存雖然風險更低，但鎖定3年，靈活性較低。
若可承受較高風險，股票市場上不乏高息股。如內銀股，現時四
大內銀股股息率逾9厘，加上派息穩定，不失為好選擇。若認為內銀風
險較高，亦可選擇高防守性的公用股，如中電（00002）及煤氣
（00003）股息率均逾4厘。

每半年派息 保證回報勝iBond
銀 色 債 券 （Silver
Bond）是特區政府自2016年
話你知 開始發行的零售債券，旨在
提供穩定回報的投資產品給
年滿65歲的本地居民（2021年開始將年齡
限制降至60歲），並鼓勵業界開發潛力龐
大的銀色市場。

中銀香港

主要零售銀行港元定存年利率

渣打料反應勝以往零售債券

政府自2016年開始發行首批銀債，其
中第一批至第四批已經到期贖回。陳家齊
補充說，大部分投資者均是持有至到期
日，以第五批和第六批銀債為例，要求政
府提早贖回債券的比例均低於2%。她引述
政府統計處表示，截至去年底，年滿60歲
的長者約有210萬人。
中銀香港與滙豐是第七批銀債的聯席
安排行及配售銀行。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
融產品部副總經理周國昌指出，現時市況
波動，投資者對低風險產品有需求，預計
今批銀債 「好大機會錄得超額認購」 ，認
購金額及人數均有機會創新高。
銀色債券採取循環派發機制，周國昌
建議客戶認購25至30手債券。如果資金較
充裕，可考慮認購30手以上。根據政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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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債認購優惠

iBond僅得2厘。
此外，銀債與iBond最大的不同是沒有
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可以在債券到期前要
求政府以原價提前贖回。若持有人在銀債
到期前不幸身故，有關銀債將以遺產方式
處理，繼承人即使未滿65歲亦可接收債
券。

銀債、綠債及iBond分別
債券
銀債
（第七批）
iBond
（第七批）
綠債
（首批）

年期
3年期
3年期
3年期

利息安排
與通脹掛鈎，
保證息率4厘
與通脹掛鈎，
保證息率2厘
與通脹掛鈎，
保證息率2.5厘

申請資格

交易操作
不設二手市場，經銀行
60歲或以上
辦理提早或到期贖回
18歲或以上

可經港交所掛牌買賣

18歲或以上

可經港交所掛牌買賣



金管局再入市 結餘降至1262億
【大公報訊】市場預期美國聯儲
局9月很大機會再加息0.75厘，港元拆
息全線上揚，1個月拆息更是連升5日
至1.55厘水平，為2020年4月以來最
高。港元匯價持續弱勢，金管局再度
入市承接29.75億元港元沽盤，本港銀
行體系結餘下降至1261.98億元。不少
分析預期，一旦銀行體系結餘跌至
1000億元以下，本港銀行很大機會上
調最優惠利率（P）。

港銀9月加息機會大
金管局今年5月11日首度入市，短

短3個月內入市30次，銀行體系結餘由
3300億元水平，跌至現時的1261.98
億元，走資2116.04億元。
銀行體系流動性減少，拆息亦隨
之抽高。昨日與樓按相關的1個月拆
息，升0.04厘至1.55厘；3個月拆息升
0.02厘至2.31厘；6個月拆息升0.02厘
至3.01厘；12個月拆息則升0.02厘至
3.55厘。
市場估計，美國9月加息0.75厘的
機會逾七成，加上本港銀行體系結餘
屆時可能已跌穿1000億元水平，香港
很大機會於9月開始跟隨美國加息，上

調最優惠利率。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姜靜表示，
上周美國非農數據造好，市場對美聯
儲9月加息0.75厘的預期大幅提振。
OIS市場數據顯示，市場估計美聯儲到
9月加息0.75厘的機會率為73%；到11
月再加息0.5厘的機會為67%，預計年
尾美聯儲的基金利率將在3.5厘至3.75
厘。
另外，美聯儲官員為加息預期再
添把火，多名官員表示可以考慮更大
幅度的加息，以及承諾美聯儲將繼續
打擊通脹。

金管局今年入市情況
時間

入市次數 承接港元沽盤 銀行體系結餘＊

5月

5次

175.85億元

3199.99億元

6月

9次

866.95億元

2333.08億元

7月

11次

799.36億元

1535.79億元

8月

5次

273.88億元

1261.98億元

今年以來

30次

2116.04億元

1261.98億元

註：＊截至當月最後一次入市
◀金管局今年5月11日首度入市，短短3個月內入市
30次。

SPAC匯德下周一掛牌 每手初始價115萬

【大公報訊】由金管局前總裁陳
德霖、前特首曾蔭權胞妹曾璟璇及巨
溢有限公司作為發起人的匯德收購-Z
（07841），預期下周一（15日）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有望成為本港第3隻
上市SPAC。
匯德擬發售約1億股特殊目的收購
公司股份（佔已發行股份80%）及
5002.5萬份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權證。
每股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股份發行價10
元，每手買賣單位的初始價值為115萬
元。每2股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股份將獲
發1份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權證。匯德僅
限機構投資者交易，散戶未能參與。

雙財莊超購26% 檸萌暗盤跌2%
其他可供散戶認購的新股表現不
一，馬來西亞食品及飲料分銷商雙財
莊（02321）昨日開始招股，超購約
26%。由於本地公開發售僅佔一成，
國際配售佔九成，每股發售價介乎
0.52至0.56元，本港公開集資額最高
1349.6萬元，券商昨借出孖展額已達
1698萬元。
不過，騰訊（00700）持股的內地
劇集製作公司檸萌影視（09857），公
開發售認購不足，僅錄0.81倍認購，

每股以27.75元下限定價。檸萌今日掛
牌，輝立暗盤收報27.05元，較招股價
跌2.52%，以每手100股計，不計手續
費，每手賬面蝕70元。

中免已通過上市聆訊
內地免稅零售商中國中免（SH：
601888）已通過港交所上市聆訊，並
計劃周五（12日）重啟來港上市招股程
序，惟只計劃出售約5%股份。中免市
值已達3702億元人民幣，折合約548
億美元，單單是5%股份，市值已達
27.4億美元（約215億港元），這將是
今年以來集資金額最高的企業。
另有醫藥股來港集資，生物製藥
及臨床前研究服務創收公司百奧賽圖
已啟動在香港上市的預路演工作，評
估投資者意向，預計籌集約5000萬美
元，集資所得將用於核心產品YH003
及YH001進一步的臨床研發等。
百奧開發的核心產品主要應用於
細胞癌及其他實體瘤等，大部分為臨
床階段候選藥物。
集團有12項候選藥物組成的產品
管線，但仍沒有產品獲批商業銷售，
故未有任何相關收益，今年首4月稅前
虧損1.87億元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