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祝福語新年祝福語「「兔氣揚眉兔氣揚眉，，一本萬利一本萬利」」人見人愛人見人愛，，又又

到一眾到一眾「「單身兔單身兔」」多了個多了個「「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利是來利是來」」的的

喜樂時間喜樂時間。。雖然大家收到的利是錢大多是數千元雖然大家收到的利是錢大多是數千元，，可可

能連買部新手機都不夠能連買部新手機都不夠，，但但「「你不理財你不理財，，財不理財不理

你你」」，，聚沙成塔聚沙成塔，，一樣有投資及增值機會一樣有投資及增值機會，，今日就綜今日就綜

合業內意見合業內意見，，為大小朋友盤點兔年利是股為大小朋友盤點兔年利是股，，祝大家兔祝大家兔

年財息兼收年財息兼收，，盆滿缽滿盆滿缽滿，，身壯力健身壯力健。。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岑健樂

隨着內地優化防疫措施，近日內
地與香港開始免檢疫通關，港

股表現回勇，現在正是為利是錢增
值的良好時機。因此，本期財經專
題請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
德几為大家推介一些「利是股」，
選擇包括港股，以及與A股相關的
ETF，而且豐儉由人，低至數百元
已可入場。

內銀股高息 入場費低
以約5,000元入場費出發，綜合業
內人士意見，首先是實力雄厚及派
息穩定的銀行股。近日中央推出措
施支持經濟發展，而內地經濟活動
復常，對內銀影響正面，縱使內房
債務問題持續，令內銀的資產質量
備受市場關注，但從近月的市場反
應來看，相信風險仍屬可控。
其中，入場費符合預算的大型內
銀股包括建行（0939）、農行
（1288）、工行（1398）和中行
（3988），以2023年1月18日的收
市價計算，入場費分別是5,090元、
2,830元、4,260元與2,960元（不計
手續費）。而且它們的預測股息率
大多有7厘以上，對投資取態較為
穩健的「食息一族」而言，回報相
當吸引。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
几認為，在多間入場費符合利是股
門檻的內銀股之中，建行較為適合
用利是錢投資作收息之用。
另外，因為美聯儲去年中持續加
息，今年還會有數次加息機會，而
加息令銀行的息差有望擴闊，因此
也有利本地銀行股。不過滙控
（0005）的入場門檻需五位數字，
算是相當高，至於恒生銀行
（0011）入場費亦是相當高。因此
如果大家有大約5,000元利是錢，可

考慮入手東亞銀行（0023），以
2023年1月18日的收市價計算，入
場費是1,994元，而它的預測股息率
逾9厘。黃德几表示，東亞銀行業
務穩健、估值便宜，而且股息率不
錯，適合用利是錢投資作收息之
用。

港燈波幅小 股息逾6厘
此外，公用股亦是利是股的選項

之一，其中以2023年1月18日的收
市價計算，港燈（2638）入場費為
2,640元，預測股息率逾6厘。從股
息率看，港燈算是相當吸引，而且
與民生高度相關的公用股，其股價
波動性通常較低，出現「賺息蝕
價」的機會亦相對較低。黃德几表
示，對於利是收入相對較少的投資
者，業務穩健的港燈是一個合理的
「利是股」選擇。
至於入場費達6,000至10,000元的
「利是股」，則可以考慮投資房地
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其
中，置富產業信託（0778）預測股
息率約為6.5厘，以2023年1月18
日的收市價計算，入場費分別是
6,560元，至於領展（0823）入場費
則是6,255元，預測股息率約為4.8
厘。

出遊需求增 利好新秀麗
黃德几表示，置富產業信託受惠

免檢疫通關與經濟復常概念，因此
適合用利是錢投資作收息之用。另
一方面，黃德几亦推介新秀麗
（1910）為「利是股」選擇，因為
該股可受惠內地優化防疫措施，內
地居民旅行出遊需求大增。以2023
年1月18日的收市價計算，新秀麗
入場費為6,735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對小朋友
而言，農曆新年除了放假之外，最開心的
便是利是，一封封的利是為小朋友帶來
長輩的愛與祝福，更是一個提升財務智商
（（FQ）），即理財能力的好機會。。投資者及
理財教育委員會（（投委會））就提供了5個
新年錦囊提升小朋友財務智商。。

一起拆利是 認識貨幣
當小朋友新年收到不少利是錢後，部分

家長可能會以各種理由「「充公」」利是錢，
投委會指出，家長其實可以適度放手，將
部分利是錢留予子女，引導他們負責任地
運用金錢，培養正確的金錢觀。。投委會為
家長和小朋友準備了5大錦囊，更有準備
了賀年遊戲及工具，讓家長趁農曆新年
利是這個好時機，好好利用這段親子時
間，提升小朋友的理財能力。。
5大錦囊包括賀年遊戲學理財、拆利是

認識真實貨幣、用利是錢計算機分配金
錢、訂立小目標培養儲蓄耐性，以及以身

作則尊重孩子。。
其中，投委會表示家長可與小朋友一起

拆利是，讓他們透過真實鈔票認識香港貨
幣。因為在電子貨幣盛行的年代，小朋友
接觸現金的機會減少，尤其幼童對貨幣的
種類、顏色或形狀等未必清楚，甚至混淆
「「多錢」」或「「少錢」」的觀念，例如以為2
張20元鈔票是「「多錢」」過1張100元鈔
票。。因此家長可講解不同面額貨幣的特
徵，讓子女學習點算不同面額的貨幣，以
及了解香港貨幣的演變過程。。
此外，投委會指出，父母處理金錢和對

物質的態度，對子女影響甚深。。早前投委
會向約一千名高小學生進行有關理財的問
卷調查亦反映父母（（77%））是受訪小學生
學習理財的主要渠道。。家長應以身作則，
減少衝動消費，做好榜樣，身體力行做善
事，鼓勵子女在利是錢中撥出部分作捐
款，培養子女的同理心。。同時，既然讓他
們自主學習運用利是錢，就應尊重和信
任他們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在
美聯儲持續加息下，港元存款的息
率亦跟着水漲船高，不少銀行都有
逾3厘息，對保守投資者而言，港
元定存相信也是為利是錢穩陣「錢
生錢」的一個不俗選項，而且入場
費更低至1港元起。
自去年中起，美國聯儲局持續加

息，港息亦跟隨上揚，現時不少銀
行的半年期與一年期的定存利率可
達4厘以上（詳見附表），算是相
當不俗的回報。

信銀一年定存4.55厘息
其中，中信銀行（國際）提供較

高的銀行定存年利率優惠，由即日
起至2023年1月31日，經該行網上

理財服務 /「inMotion動感銀行」
手機應用程式，以新資金開立定期
存款，即享優惠年利率。新資金
10,000港元或以上，半年期定存的
年利率為4.35厘，一年期定存的年
利率則為4.55厘。
虛擬銀行方面，定存入場金額較

一般零售銀行低之餘，息率回報也
不俗。其中天星銀行入場門檻1,000
港元，半年期定存年息有4.2厘，
ZA Bank（眾安銀行）提供銀行定
存年利率優惠，半年期定存的年利
率為3.01厘，一年期定存的年利率
則為3.31厘，而且該行最低只需1
港元即可開立定期存款，換言之，
即使利是錢不多，大家亦能享受不
俗的定存年利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如有數千
元利是錢，除了直接買入港股收息與增值，
對於希望分散投資風險的大小朋友而言，投
資與A股相關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也
是一個不俗的選擇，且豐儉由人，低至數百
元已可入場。。

A股ETF分散投資個股風險

事實上，隨着內地優化防疫政策，以及經
濟增長模式逐漸轉向高質量發展，經濟結構
不斷優化，愈來愈多戰略新興行業發展引領
全球，也湧現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產業龍
頭。。因此大家可透過滬港通、深股通直接買
入A股，若擔心不熟悉A股文化的，則可透
過買ETF在香港間接投資A股，以較少資本
投資多元化的 A股市場，藉以平衡及分散風
險，同時享受內地經濟的發展紅利。。
A股的ETF的選擇不少，包括南方A50

（（2822））與安碩A50（（2823）），以 2023
年1月18日的收市價計算，南方A50
與安碩A50一手分別是2,952元與

1,549元（（不計手續費）。）。黃德几認為，投
資A股相關ETF可受惠內地經濟復常，亦
能做到分散風險的效果，是一個不俗的投
資選擇。。
另外，大家亦可以選擇與MSCI中國A50

互聯互通指數相關的ETF，例如於2021年
上市的華夏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ETF
（（2839））、南方東英MSCI中國A50互聯
互通 ETF（（3003）），及易方達（（香港））
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ETF（（3111）），以
2023年1月18日的收市價計算，它們的入
場費分別是1,343元、609.5元與252.4元
（（不計手續費）。）。
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涵蓋內地A

股大型股中最大50隻股票，每個行業納入
最少兩隻股票，較傳統A50中國指數成分
股更全面反映內地經濟狀況。。該指數包含
50隻合資格滬深港通交易龍頭A股，與主
要A股指數歷史表現高度相關，涵蓋行業
遍及動力電池、白酒、光伏、金融、汽車
與半導體等。。

部分入場費少於7000元的「利是股」*
股份 1月18日收市價 入場費 股息率

東亞銀行（0023） 9.97元 1,994元 9.93%

港燈（2638） 5.28元 2,640元 6.07%

農行（1288） 2.83元 2,830元 8.55%

中行（3988） 2.96元 2,960元 8.75%

工行（1398） 4.26元 4,260元 8.06%

建行（0939） 5.09元 5,090元 8.37%

領展（0823） 62.55元 6,255元 4.82%

置富產業（0778） 6.56元 6,560元 6.54%

*以2023年1月18收市價計算 製表：記者 岑健樂

部分銀行港元定存年利率一覽
銀行 最低存款額 6個月息率 1年息率

ZA Bank（眾安銀行） 1元 3.01% 3.31%

WeLab Bank 10元 3.8% 4.1%

Livi Bank 500元 2.2% 2.4%

天星銀行 1,000元 4.2% 4.3%

信行國際 10,000元 4.35% 4.55%

中銀香港 10,000元 3.9% 4.1%

渣打銀行 10,000元 3.9% 4%

註：數據截至1月19日，最終條款以銀行最新公布為準

製表：記者 岑健樂

穩陣「錢生錢」
定存袋逾3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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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氣氛濃厚，利是錢
料比往年豐厚，小朋友
可提早計劃為利是錢增
值。圖為歌手姚焯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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