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擁百萬強積金客戶的滙豐與恒生，自去年首季
下調旗下 「強積金保守基金」、 「環球債券基
金」及 「恒指基金」收費，及推出基金收費不
逾 1%的 「自選計劃」後，便一直沒有再出手

。即使強積金半自由行於今年 11 月推行，不少強積金
供應商先後減價或提供回贈優惠，滙豐亦按兵不動。

不排除再下調收費
市場猜測是否出現客戶流失的情況，滙豐才決定減

價以保留客戶。朱永耀否認有關說法，但未有透露半自
由行推出後，滙豐強積金的業務情況。他強調，作為香
港最大的強積金服務供應商之一，滙豐一向會定期檢討
基金的管理費。而是次下調收費，是因為該行強積金的
資產規模增加，及成本效益有所提升，故決定回饋客戶
。他續稱，若日後資產規模進一步擴大，不排除有再下
調收費的空間。減價後，滙豐旗下強積金的收費介乎
0.79%至1.75%。他表示，減價後的收費將跟貼市場，某
部分基金則低於市場水平。

由2013年2月1日起，滙豐強積金 「精選計劃」及
「智選計劃」中主動式管理基金的管理費將下調最高達

10%。這包括 「精選計劃」五項基金中的三項，以及
「智選計劃」14項基金中的11項。至於未有下調收費

的基金，分別為 「強積金保守基金」、 「環球債券基金
」及 「恒指基金」。朱永耀解釋，有關基金收費於去年
首季才剛下調，加上收費均為1%以下，故是次未有作
進一步減費。

未見客戶大量轉移
對於滙豐下調強積金收費，康宏理財（01019）強

積金業務拓展董事鍾建強認為，滙豐是次減價，相信是

回應市場變化。他續稱，滙豐減價後的水平，如主動型
基金的收費為 1.75%，與市場 1.75%至 1.8%水平差不多
，相信其他供應商會採觀望態度，未必會即時減價跟隨。

事實上，強積金半自由行推出前後，不少供應商已
作出減價或回贈等等作招徠。加上半自由行實施後，整
個強積金市場結構有根本改變，故他相信，供應商不會
立即減價。他續稱，半自由推行個多月來，轉移基金的
人數一如預期，未見大量轉戶。但他發現，客戶明顯較
為關注基金的表現，不少企業客戶亦趁機檢討其強積金
計劃。

坐

AIG全沽友邦套現近500億

涵蓋兩計劃逾六成資產 80萬客戶受惠
滙豐減部分MPF收費10%

強積金（MPF）半自由行推行個多月後
，市場龍頭大哥滙豐終於出手。滙豐昨日宣
布，於明年2月開始，下調旗下 「精選計劃
」 及 「智選計劃」 部分基金的管理費，幅度
介乎0.05個百分點至0.2個百分點，最高減
幅達10%。滙豐保險集團總監及僱員福利主
管朱永耀估計，逾八成客戶將會受惠，並涵
蓋兩個計劃逾六成的資產。截止9月底，兩
個計劃的資產規模達1300億元。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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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未有為港股帶來沖喜
，恒指全日低開低走，受到滙控（00005）及三隻油
股拖低，大市低收92點。深滬A股指數造好，除A
股ETF有買盤追入，中資保險、證券商股逆市上升
；但內房、建築等早前炒高的城鎮化受惠行業股份
則有回吐壓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確定明年經濟工作
任務，但對港股刺激有限，大戶反而趁好消息出貨
。恒指昨日低開15點後，曾在22600點間爭持，但
在 10 點半過後，指數跌幅開始擴大，尾段最多跌
152 點，見 22453 點，收市時跌幅稍為縮窄至 92 點
，報 22513 點。國企指數跌 13 點，報 11294 點。主
板成交644億元，較上日減少79億元。

近期強勢滙控，股價在連升五個交易日後，昨
日出現回吐，加上三隻內地油股偏軟，拖累港股低
收。滙控股價跌0.7%，收80.15元；中石化（00386
）跌 1.8%，報 8.55 元，中海油（00857）跌 1.7%，

報 16.58 元。中石油（00857）上周密手投資兩個天
然氣項目，但對股價無幫助，股價跌0.3%，報10.86
元。野村認為，中石油新投資項目規模小，而加拿
大頁岩氣項目的資產估值偏高，澳洲項目則並無需
要性，且收購價太貴。

內房、建築股在獲利盤沽壓下，股價偏軟。方
興地產（00817）跌 3.6%，報 2.66 元；中渝置地
（01224）跌 3.4%，報 2.51 元。建築股方面，中國
中 鐵 （00390） 跌 2.1% ， 報 4.51 元 ； 中 國 建 築
（03311）跌1.3%，收9.49元。

A股再升，帶挈指數ETF及券商股獲捧。安碩
A50（02823）單位價格升 2.2%，報 10.88 元；南方
A50（02822）升1.9%，報10.3元。A股升，內險股
投資收益亦升，平安（02318）股價漲1.5%，報63.9
元；太保（02601）漲 1.2%，收 27.8 元。持有光大
證券的光大控股（00165）股價升5.9%，報12.86元
；海通證券（06837）升3.7%，報11.8元。

今年新股 「集資王」人保集團（01339）昨日公布，已
悉數行使 15%超額配售權，（即綠鞋機制）涉及合共約
10.35億股H股，每股作價3.48元，股份將於12月21日上板
。以此計，人保 H 股上市合共集資額達 267.06 億元，這使
人保超越馬來西亞的 Felda Global Ventures，成為今年亞洲
市場（除日本外）最大的IPO。

此外，市場消息指，今年新股 「超購王」中國機械設備
工程（01829），超購接近 57 倍，以招股價上限 5.4 元定價
，相當於2013年預測市盈率6.8倍。該股擬於本周五（即本
月21日）掛牌，保薦人為中銀國際。

而開創 「B轉H」股先河的物流及能源行業裝備及解決
方案供應商中集集團（02039），昨日宣布將以介紹形式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預期H股將於12月19日在聯交所主板上
市，國泰君安為獨家保薦人。

易方達基金管理香港子公司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宣
布，易方達中證100A股指數ETF（03100），繼第二輪獲批
的30億人民幣額度全數售盡後，於昨日再獲國家外匯管理
局頒發額外 50 億元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投資額度。至此，易方達中證100總額度達到100億元。根
據彭博資料，截至今年11月30日的五年時間，中證100指
數持續跑贏富時 A50 指數。易方達中證 100 昨天升 1.21%至
29.3元。成交量111萬股，成交金額3240萬元。

此外，易方達基金旗下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公司近
日獲得中國證監會批准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
。根據證監會13日披露的公開信息，加上易方達香港目前
已有202家機構獲得QFII資格，其中基金公司僅有2家。

滙控油股跌 恒指回吐92點人保行使綠鞋多集36億元

易方達A股ETF
獲批50億新額度

滙豐及恒生強積金收費
精選／智選計劃

．保守基金

．恒指基金

．環球債券

．靈活管理基金

．平穩基金

．平穩增長基金

．保證、均衡、增長

．北美、歐洲、亞太、
中港、中國股票基金

原收費計率

0.79%

0.9%

0.99%

1.5%

1.65%

1.75%

1.85-1.95%

1.95%

新收費率

不變

不變

不變

1.45%

1.6%

1.7%

劃一1.75%

1.75%

根據理柏資料顯示，今年首 11 個月本港強積金平
均回報為 10.15%，其中以股票基金表現最好，回報達
14.64%。對於明年市況，理柏香港研究總監黃澤銘表示
，預期發達國家央行將繼續令市場充滿資金，雖然美國
財政懸崖及歐債問題仍不明朗，但認為出現大跌市的機
會不大，而每次的跌市，反是投資者吸納的機會。

黃澤銘表示，現時市場焦點落於美國財政懸崖問題
上，若財政懸崖問題一直未有解決，對明年全年經濟增
長並不明朗。但他認為，民主黨及共和黨最終能達成協
議，只是協議是否市場所接受。他指出，若協議為市場
接受，則投資者會繼續買股買債；即使不是市場預期，
股市亦不會勁跌，因美國不停 「印銀紙」可抵銷有關跌

幅。
歐洲方面，歐債問題仍不明朗，西班牙的情況仍叫

人憂慮。他續稱，明年歐豬各國債券到期再集資時，若
債券息率表現並不理想，對市場或產生震盪，但有歐央
行新買債計劃（OMT）支持，認為每次市場因歐豬表
現負面下跌之時，均是趁低吸納的機會。

至於中國，黃澤銘表示，新領導層上台前，最近已
有消息指新政策出台，對市場前景正面。他預期，內地
明年貨幣政策不會大變，因熱錢流入及通脹見底回升，
大幅下調存款準備金率（RRR）及利率的機會不大，
但認為財政政策仍有可做的空間。

今年平均回報約一成

AIG配售友邦紀錄
日期

3月5日

9月7日

12月17日*

*初步銷售文件資料

股數

17.2億

5.919億

16.49億

作價

27.15元

26.5元

29.65-30.65元

溢價／折讓

7%（折讓）

0.76%（溢價）

3.2-6.3%（折讓）

套現

494.13億

156.85億

488.93-505.42億

32.00
31.00
30.00
29.00
28.00
27.00
26.00
25.00
24.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11月 12月

友邦股價今年走勢
昨日收報
31.65元

1月9日收報
23.90元

▲滙控下調強積金管理費，八成客戶可受惠

美國國際集團（AIG）計劃悉售友邦（AIA）
（01299）股份，作價每股29.65至30.65元，比停牌
前折讓最多 6.3%，套現近 500 億元。此為 AIG 今年
第三次減持友邦股份，累計套現逾1000億元，交易
完成後將結束AIG及友邦近100年的合作關係。

友邦昨日上午 9 時停牌，AIG 計劃全數賣出友
邦股份，套現489.2至505.7億元，是今年來全球第
二大的配售活動，規模僅次於滙控減持平保。市傳
配售股份已獲足額認購，投資者多於30.4元近上限
落飛。友邦保險表示獲AIG知會，AIG已經開始以
配售方式售出持有的16.5億股友邦股份。友邦表示
，暫停交易合乎公司及股東的利益，預計今日復
牌。

友邦兩年前在港上市，籌得 205 億美元（約
1599億港元），至今一直保持最大的全球集資額紀
錄。友邦股價今年累計升 31%，上市以來，更累升
超過六成，表現十分理想。但AIG急於套現，是次
已經是今年第三次減持友邦股份，早前分別於三月

及九月減持並套現 650 億元（見表），九月的一次
更以溢價完成配售，可見市場看好友邦前景。

今年區內的保險業務十分搶手，友邦賣得好價
錢難度不大，早前先有盈科拓展以 21 億美元購入
ING泰國及本港業務，本月又有泰國的卜蜂集團以
近 100 億美元接下滙豐出售的大批平保股份。雖然
AIG 上月斥資 5 億美元入股成為中國人保最大的基
礎投資者，持股9.9%，但大方向仍是盡量套現，自
2008 年起已賣超過 650 億美元資產還債。對上一次
出售交易是本月中資財團作價約 330 億港元，收購
AIG飛機租賃業務（ILFC）80.1%股權。

AIG曾是全球最大保險公司，於2008年金融海
嘯因押錯抵押貸款市場走勢，虧損嚴重，需美國財
政部先後三次合共注資1800億美元拯救。原是AIG
亞洲子公司的友邦保險於2010年在香港掛牌上市，
集資逾 200 億美元，為 AIG 套現償還債務，上市後
AIG持有友邦股權降至不足33%。

AIG 悉數沽
售友邦股份
，套現接近
500億元

▲內房及建築股回軟拖累恒指下跌近百點

▲ 滙豐保
險集團總
監及僱員
福利主管
朱永耀

註：滙豐人壽為部分恒生強積金計劃行政管理人

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資本成本持續低企，削弱市民以
信用卡透支的意欲。金管局最新統計顯示，今年第三季度以
信用卡作現金貸款的金額，由去年同期的73.78億元，按年
減少4.1%至70.73億元，涉及宗數同比亦下降9%至111.9萬
宗。金管局昨日公布第三季銀行支付卡的統計數據，期內信
用卡交易總金額錄得1139.09億元，按年增加5.3%，當中涉
及零售銷售佔1068.37億元，按年上升5.9%。兩者的宗數分
別為1.1億及1.09億宗，同比增加14.2%及14.5%。

截至今年9月底止，在市面流通的信用卡總數，由去年
同期的 1622.3 萬張，增加至 1725.6 萬張，按年增加 6.4%。
以全港約350萬勞動人口粗略推算，相當於每個在職人士持
有逾4.6張信用卡。

另外，大新銀行推出本港首個能兼容晶片及磁帶信用卡
的流動收款服務平台Pay@Mobile服務，於明年第一季啟用
。Pay@Mobile服務是於智能手機裝上外置傳送器，將手機
變成安全的收款裝置，而流動裝置並不會儲存任何持卡人或
交易信息。

信用卡套現金額跌近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