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需43萬方保舒適退休生活

港人退休儲蓄僅撐11年
豐最新一個退休調查顯示，香港受

訪者認為，每年平均需要43.6萬元的可動
用資金，才可確保舒適的退休生活，大幅
高於亞洲受訪者的32萬元。香港受訪者預
期他們的退休生活為17年，但退休儲蓄卻
僅夠維持11年的開支，呈現出6年差距。值
得注意的是，本港樓價高企，42%的港人
表示，支付按揭會影響他們的退休儲蓄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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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盛安聯亞太首席投資總監陳致強表示，亞洲經
濟在去年下半年已見底，今年將進一步溫和上揚，並
看好中國、香港、日本及印度。

他認為，今年A股市場受惠公司盈利上升，而市
場會否對股市重新評估，則視乎下月份的兩會會議後
有否新改革措施推出。他表示，上證綜合指數現
處於12倍市盈率，CSI300指數則為10倍，上述指數
合理值約14至15倍，因此看好A股，包括金融及工業
板塊。

德盛安聯看好亞洲股市
本港電訊商在4G市場一較高下後，逐轉戰海外

4G市場。在英國4G無線頻譜拍賣中，和黃（00013）旗
下3英國，成為其中一名中標者。不過，電盈（00008
）旗下香港電訊（06823）的HKT UK則競投失敗。

英 國 電 訊 媒 體 監 管 機 構 Ofcom 公 布 ， 拍 賣
800MHz及2600MHz頻譜，合共籌得23.4億英鎊（約
277.8億港元），較原先預測的35億英鎊（約415.5億
港元）為少。今次是英國Ofcom自2000年拍賣3G頻
譜後，首次拍賣4G頻譜。

5間電訊公司中標，包括和黃3英國以2.25億英鎊

（約26.7億港元）投得，沃達豐（Vodafone）支付7.9
億英鎊（約93.8億港元）。其他中標公司還包括德國
電訊與法國電訊合資公司EE、英國電訊及西班牙電
訊商Telefonica SA的英國子公司O2。至於以獨資形
式參與競投的香港電訊旗下HKT UK，則未能在此
次拍賣中投得4G頻譜。

和黃昨日股價表現理想，尾市追高至86.85元高
位，收報86.8元，升幅達1.2%。未有投得英國4G頻譜
的香港電訊，早段觸及7.2元高位後回軟，午後一度
倒跌，收報7.11元，微升0.1%。

和黃3英國奪4G頻譜

中交建（01800）於網站上公布，近日中標多項工程，
涉及總金額約37.82億元人民幣（下同）。中標項目包括，
中交建旗下四航局中標新建貴陽至廣州鐵路站前工程
GGTJ-13標佛山西站補充工程，中標金額10億元；四航院
中標中委合資廣東石化2000萬噸／年重質原油加工工程產品
碼頭工程EPC總承包專案，中標金額13.7億元；天航局中標
天津港大港港區5萬噸級航道二期工程（納泥一區），中標
金額2.03億元；水規院中標中委合資廣東石化2000萬噸／年
重質原油加工工程原油碼頭工程EPC總承包專案，中標金額
12.09億元，工期27個月。

中交建中標工程總額37億

每年農曆新年後內地都會出現民工荒，加上近年
內陸省份經濟不斷改善，愈來愈多民工在新春後留在
家鄉打工，單計廣東省已料缺工可能達120萬人。香
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振華昨表示，估計今年新春後內
地港商的缺工率約一至兩成，製衣及玩具等勞動密集
行業缺工情況則較嚴重，但現時勞工不足對廠家之影
響將較往年為輕，主因是過去幾年內地從事製造業的
壓力愈來愈大，令不少廠家感到意興闌珊而縮減規模

，其餘仍有心經營者則將生產外判，更多廠家轉戰人
力資源較佳的東南亞國家，以減輕經營成本。

民工節後多留家鄉打工
郭振華接受本報訪問時承認，今年愈來愈多民工

在新春過後會留在家鄉打工，主因是沿海城市生活物
價較高，不少民工投訴扣除生活必需支出後，根本無
法賺到錢，加上近年內地省份經濟快速發展，要在四
川等較內陸地方找一份月薪二千多元人民幣的工作根
本不成問題，故即使家鄉工薪較沿海地區低數百元人
民幣，都寧願留在家鄉打工，一方面不用與家人分開
，第二是家鄉物價較低，最終反而可儲存到多少錢。

近年廣州南方人才市場招聘交流會，228家企業
為應聘者提供近2000個工作機會。然而大多數求職者
只是駐足觀看招聘信息，真正參與面試中的人很少。
有港商坦言，由於春節前很多工人辭職回家過年，使
工人緊缺，缺口規模大約為20%，現正急招聘一線
生產工人。

早前廣東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定點企業監測
顯示，2012年底廣東企業用工需求較前年同期增長
15.2%，隨2013年廣東經濟進一步緩升，企業用工
需求短期內將繼續增加，特別是受春節前後異地務工

人員提前返鄉和延遲到職的影響，企業用工缺口短期
內可能會放大，預計缺口峰值最高達120萬人。

郭振華指出，現時不少珠三角港商為招工而頭痛
，主因是很多年輕人都不願意到工廠打工，反而較鍾
情工作環境較佳的服務業。「有不少港商反映，很多年
輕的工人做了不久，便轉職飲食業，更多人想到寫字
樓打工，那怕職位只是助理，亦吸引大批人去爭。」

港商傾向部分產品外判
由於民工不足的問題已常態化，因此不少港商已

早作部署，在廣州設廠的泳衣商陳國威表示，由於招
聘工人不易，故傾向將部分產品外判，以降低成本。
同時，曾到緬甸考察的陳國威亦正研究在東南亞地方
設廠的可能性，他坦言，由於 「十二五」已制訂每年
平均工資加幅不少於13%，面對如此勞工成工高速增
長，廠家肯定十分難捱，因此將生產分散到東南亞等
勞工成本較低的地方已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愈來愈多港商正考慮轉戰東南亞，當中
以緬甸最 「搶手」，近期已有多個香港商會先後組團
到當地考察，而香港貿發局亦將3月組團訪緬甸，且
百多個名額已 「爆滿」，因此工總正計劃在今年上半
年自行組團出訪緬甸。

越秀交通基建（01052）公布，公司與兩間銀行就無抵
押定期貸款融資訂立兩份雙邊協議，該融資須受相關融資協
議條款及條件所規限。第一筆貸款融資為5000萬美元（折合
約3.87億港元），貸款期由協議日期起計36個月。第二筆貸
款融資為5億港元，貸款期由協議日期起計48個月。公司昨
天收報4.44元，無升跌。

越秀交通獲銀行8.9億元貸款

有報告指出亞太區銀行業監管法規改革並非一視
同仁，可能會對經濟構成較長期的負面影響。畢馬威
金融服務監管事務亞太區主管合夥人唐培新（
Simon Topping）表示，部分監管機構如香港金管局
，有意在資本及流動資金等範疇訂立更高的標準，但
他對此做法有所保留。

畢馬威最新發表的銀行業監管報告指出，在全球

各國致力提升銀行系統的穩定性及靈活性的情況下，
亞太區銀行面對沉重的監管法規負擔。雖然亞洲的
監管機構都在積極響應落實環球改革，但有關工作與
歐美地區相比仍有較大區別，尤其是不同領域法規
改革的先後緩急，以及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異。唐培
新表示，差異令銀行於不同國家需制訂不同行動方案
，因此困難重重。

畢馬威：監管亞太銀行壓力重 人保（01339）公布，1月份子公司中國人民財產
保險、中國人民健康保險及中國人民人壽保險所獲得
的原保險保費收入分別為217.25億元（人民幣，下同
）、8.05億元及75.9億元，總共為301.2億元，比去年
12月增加35.7%，惟未有去年同期數字比較。

另外，中國財險（02328）公布，今年1月份原保
險保費收入為217.25億元，較去年同期原保險保費收
入的182.44億元，按年升19%；與去年十二月比則增
加24.8%。

人保子公司上月多收36%保費

豐《未來的退休生活：退休生活新面貌》調查
報告，在全球15個國家和地區作出調查，受訪人數超
過1.5萬名。縱使健康欠佳（62%）和財政困難（50%
）是港人對退休生活最擔心的兩個問題，亦是促使他
們儲蓄的原因。但逾半香港受訪者表示，退休準備不
足或完全沒有準備，其中9%指完全沒有準備，43%指
退休準備不足。

調查又顯示，香港的受訪者明白及早為退休作準
備的重要性。他們一般認為最遲須於38歲開始作出理
財策劃，才能維持退休後的生活水平。亞洲地區受訪
者（除澳洲只有36%的人選擇為退休而儲蓄外），更
願意為退休而非為度假儲蓄，印度為61%、香港60%
、馬來西亞59%、內地57%、台灣地區57%以及新加
坡54%。

對退休生活期望冠亞洲
豐香港區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主管施穎茵

表示，調查反映香港人對退休生活的期望及要求，高
於亞洲其他地區。她指出，港人預期退休後需現時
83%的家庭收入，才可確保舒適的退休生活，但亞洲
其他地區僅需79%。雖然港人較為關注退休生活，但
調查仍顯示，港人認為，現時他們的退休儲蓄與退休開
支仍差6年，但已低於全球的8年及亞洲區的7.6年。

香港樓價高企，亦影響港人儲蓄的能力。調查顯
示，42%的港人表示，支付按揭會影響他們的退休儲
蓄，其次是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為24%、減薪24%和經
濟衰退24%。此外，近三分之一香港受訪者會動用退
休儲蓄去解決不可預計的意外支出，而亞洲平均數為
29%，全球平均數為31%。

供樓負擔影響儲蓄能力
施穎茵表示，樓價高企，對市民退休儲蓄能力確

有影響，但每個客戶的退休計劃均不同，不可一概而
論。至於受訪港人指最遲須於38歲開始作出理財策劃
，她不評論有關歲數開始是早或遲，因每名客戶情況
均不同，但指退休計劃應愈早準備愈好。

此外，調查結果亦顯示，理財規劃與增加儲蓄息
息相關。在香港，48%受訪者表示理財規劃促使他們
增加退休儲蓄。雖然不少退休理財規劃都屬非專業，
如自行粗略計算的比重達47%，調查卻發現自行規劃
所發揮的實際作用似乎較小。按本人構想並自行作理
財規劃的受訪者中，只有46%增加了退休儲蓄；至於
諮詢專業財務顧問並制訂完整理財規劃的受訪者中，
則有61%增加了退休儲蓄。

力爭穩佔全球個人電腦（PC）市場的聯
想集團（00992），繼早前邀得安謀科技（
ARM）創辦人之一的Tudor Brown加入後，
再次邀請猛人入局。集團昨宣布，委任雅虎（
Yahoo！）創辦人楊致遠（小圖）任董事會觀察
員，雖然他並無董事會投票權，但單計他為集
團提供個人見解，每年價值超過150萬港元。

聯想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元慶表示，集
團正推動長期可持續的增長，致力成為 「PC+
時代」的領導者。他相信，楊致遠對行業發展
的深刻見解及經驗，將有助聯想拓展業務、實
現增長等。

聯想宣布，已與楊致遠簽訂委任函，成為
董事會觀察員，主要向集團提供有關互聯網及
科技界的個人經驗及見解。公告交代指，楊致
遠每年將獲得6.19萬美元（約48.3萬港元）和
價值13.5萬美元（約105.3萬港元）的股權權益
，任命由昨天（20日）起生效。

現年44歲的楊致遠為雅虎創辦人，並於
2007年至2009年間，出任雅虎首席執行官，專
注雅虎的企業戰略及科技的長遠發展。他於
2000年至2012年期間，曾任思科系統董事，亦
曾擔任阿里巴巴集團的董事。

聯想昨日公布邀得楊致遠加入的消息前，
股價先升後跌，午後一度跌逾1%至8.58元低位
，收報8.63元，逆市跌0.5%。

農曆新年過後多隻新股蓄勢待發。據路透社旗下IFR報
道，重慶銀行擬尋求H股上市，集資介乎5至6億美元（39億
港元至46.8億港元）。華晨中國（01114）持股42.544%的聯
營公司新晨動力擬於本月28日開始公開招股，緊隨本周五開
始招股的添利百勤（02178）之後。

據路透昨日報道，重慶銀行A股上市計劃在等待近5年
後，準備轉戰本港，尋求IPO（首次公開發行），擬集資介
乎5至6億美元。路透社IFR引述兩位知情人士透露，重慶銀
行作出此決定，是因為一方面，逾850家企業排隊正等待A
股IPO。另一方面，政府尚未制定明確的城商行和農村商業
銀行A股上市政策及標準。重慶銀行方面，對上述消息不予
置評。早前，上海銀行也傳出擬從A股轉而尋求H股上市。

此外，市場消息指，由華晨現持有約42.5%股權的輕型
汽油及柴油發動機生產商新晨，擬本月28日開始公開招股，
集資約1億美元，美銀美林為獨家保薦人，安排行尚有德銀
。而添利（00093）分拆、從事油田工程的添利百勤（02178
），則於周五（22日）開始招股，3月6日上市，集資1億美
元（約7.8億元），安排行包括建銀國際、聯昌及銀河國際。

重銀擬H股上市最多籌4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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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作的準備較足夠水平為多
■是-我所作的準備接近足夠水平
■否-我所作的準備並不足夠
■否-我完全沒有作準備
■不知道
資料來源：滙豐香港

受訪者對退休的準備

置業／支付按揭

支付子女的教育費

收入大跌／減薪

經濟衰退／目前經濟

疾病或意外

失業

組織家庭

結婚／建立伴侶關係

須為受養人提供資金

負債／出現嚴重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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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退休儲蓄的支出

資料來源：滙豐香港

控宣布，取消員工佣
金與其銷售產品數目掛的
制度。控表示，今年開始
取消旗下1200間分行、地區
小組及電話中心的銷售目標
，而員工的表現評估及花紅
亦不會再與銷售數目掛，
而是基於其銷售質素及顧客
的滿意度。集團續稱，有關
措施將影響2萬員工，希望
藉此鼓勵員工以客戶的利益
為優先。

▲豐香港區零售銀行及
財富管理業務主管施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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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受訪者認為，每年平均需要43.6萬元的家庭收入，
才可確保舒適的退休生活，大幅高於亞洲受訪者的32萬元

▲香港工業總會表示，估計今年新春後內地港商
的缺工率約一至兩成

▲聯想集團委任雅虎創辦人楊致遠任董
事會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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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港商料新春後缺工20%
中石油獲康菲澳項目權益
中國石油（00857）昨公布，與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簽署

協議，中國石油將獲取康菲石油位於西澳洲海上布勞斯（
Browse）盆地波塞冬（Poseidon）項目20%權益，及陸上凱
寧（Canning）盆地頁岩氣項目29%權益。同時雙方還將達
成聯合研究協議，研究位於四川盆地內江─大足區塊非常規
天然氣資源。上述協議需獲得相關政府及項目合作夥伴批准。

中燃氣擬夥中石化建加氣站
中國燃氣（00384）副董事總經理兼首席財務官梁永昌

昨表示，早前宣布與中石化（00386）雙方組成合資公司在
進展中。公司計劃將部分中石化旗下3萬個加油站改裝成壓
縮天然氣（CNG）、液化天燃氣（LNG）兩用加氣站，擬
於未來分階段進行。他透露，今年中燃亦會自行興建30-40
個加氣站項目。2012財年資本開支為12至15億元，而2013財
年資本開支為16至18億元。

恒盛議發美元優先票據
恒盛地產（00845）昨宣布，建議發行美元優先票據，

所得款項淨額擬用於再融資現有債務及供作一般公司用途。
票據的定價將由中信證券國際、德意志銀行、海通國際、工
銀國際融資、摩根大通、蘇格蘭皇家銀行及UBS（聯席帳簿
管理人），透過使用入標定價的方式釐定，目前尚未釐定建
議票據發行的款額、條款及條件。公司將會申請票據於聯交
所上市，並已接獲聯交所的確認書確認票據符合資格上市。
票據暫定分別獲標準普爾及穆迪投資評為 「B-」級及 「
Caa1」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