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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股市
指 數 上周收 升跌 （%）
恒 生 指 數 20597.35 -384.47 （-1.83）
H 股 指 數 11395.05 -384.62 （-3.27）
日 本 8991.06 -188.32 （-2.05）
澳 洲 4370.10 -60.80 （-1.37）
新 西 蘭 3007.44 +7.04（+0.23）
新 加 坡 2938.74 +2.26（+0.08）
馬 來 西 亞 1411.05 +16.03（+1.15）
泰 國 900.37 +6.45（+0.72）
台 北 7722.91 -204.40 （-2.58）
南 韓 1729.56 -45.98 （-2.59）
菲 律 賓 3558.67 -34.93 （-0.97）
印 尼 3104.73 -12.99 （-0.42）
印 度 17998.41 -403.41 （-2.19）

內地股市
指 數 上周收 升跌 （%）
深 綜 指 1128.49 +11.16 （+1.00）

深 A 指 1182.44 +11.48（+0.98）
深 B 指 672.24 +14.91（+2.27）
滬 綜 指 2610.74 -31.57 （-1.19）
滬 A 指 2735.20 -33.79 （-1.22）
滬 B 指 254.34 +9.36（+3.82）

歐美股市及美債
上周收 升跌 （%）

美 股 道 指 10150.65 -62.97 （-0.62）
美 股 納 指 2153.63 -26.13 （-1.20）
美股標普 500 1064.59 -7.10 （-0.66）
英 國 5201.56 +6.28（+0.12）
德 國 5951.17 -53.99 （-0.90）
法 國 3507.44 -18.68 （-0.53）
美國10年期債息 2.64 厘 +0.03 厘

貴金屬及商品
上周收 升跌 （%）

盎 斯 金 # 1238.1 +10.30（+0.84）
九 九 金 11452 +53.00（+0.46）

白 銀 # 19.0913 +1.09（+6.06）
白 金 # 1533.5 +21.50（+1.42）
倫 敦 期 銅 # 7459 +204.00（+2.81）
紐 約 期 油 # 75.17 +1.35（+1.83）
CRB 商品指數 267.27 +0.26（+0.10）
# 單位：美元

主要貨幣滙價
上周收 上周 升跌
兌美元 兌港元 兌港元

歐           元 1.2763 9.9263 +0.04
日           圓＊ 85.23 9.1268 +0.05
英           鎊 1.5529 12.0786 +0.00
瑞           郎＊ 1.028 7.5665 +0.05
澳           元 0.8989 6.9921 +0.04
紐           元 0.7107 5.5303 +0.04
加           元＊ 1.0508 7.4016 -0.02
人   民   幣＊ 6.7982 87.4 +0.06
＊為每美元滙價

二手速遞二手速遞 香港 九龍 新界

美孚新邨高層  18年賺83%
▲荔枝角美孚新邨蘭秀道 12

號高層 B 室，面積 676 方呎，以
345 萬元易手，呎價 5104 元。
中原邱少明表示，原業主 92 年以
189萬元購入，升值 82.5%。

曉暉花園高層  12年漲35%
▲世紀 21 富山何冬梅表示，

牛池灣曉暉花園 5 座高層 C 室，
面積 655 方呎，連租約成交價 310
萬元，呎價 4733 元。原業主 98
年以 229.4 萬元購入，獲利 80.6
萬元，升值 35.1%。

海濱南岸高層  年半升26%
▲紅磡海濱南岸 2 座高層 J

室，面積 770 方呎，成交價 495
萬元，呎價 6429 元。世紀 21 東
方姚錦凌表示，原業主去年 3月以
392萬元購入，升值 26.3%。

港灣豪庭中層  兩年半升24%
▲世紀 21 中華魏鳳意表示，

大角嘴港灣豪庭 3 座中層 E 室，
面積504方呎，成交價286萬元，
呎價 5675 元。原業主 08 年 2 月
以 230 萬元購入，獲利 56 萬元，
升值 24.3%。

映灣園高層  六年漲28%
▲利嘉閣范偉康表示，東涌映

灣園 9座高層G室，面積 1025 方
呎，成交價 400 萬元，呎價 3902
元。原業主04年以312萬元購入，
獲利 88萬元，升值 28.2%。

麗城花園高層  兩年賺25%
▲荃灣麗城花園 2期 4座高層

B室，面積 668 方呎，成交價 300
萬元，每呎 4491 元。利嘉閣羅逸
愚表示，賣方 08 年以 240 萬元購
入，賺 60萬元，升值 25%。

新寶城低層  10個月賺32%
▲中原伍錦基表示，將軍澳

新寶城 1 座低層 F 室，面積 527
方呎，以 257 . 2 萬元易手，呎
價 4880 元。原業主去年 10 月以
195.2 萬元一手購入，獲利 62 萬
元，升值 31.8%。

嘉湖山莊低層  半年升20%
▲天水圍嘉湖山莊樂湖居 10

座低層 E 室，面積 586 方呎，以
154.5 萬元成交，呎價 2637 元。
祥益謝利官表示，原業主今年 2月
以 129.3 萬元買入，獲利 25.2 萬
元，升值 19.5%。

康山花園高層  13年蝕使費
▲鰂魚涌康山花園 3座高層H

室，面積 521 方呎，成交價 330
萬元，呎價 6334 元。利嘉閣丁培
鴻表示，賣方 97 年以同價 330 萬
元購入，蝕使費離場。

深灣軒高層  六年漲59%
▲美聯梁永新表示，鴨脷洲深

灣軒 2 座高層 B 室，面積 643 方
呎，成交價 570 萬元，呎價 8865
元。原業主 04 年以 359.7 萬元購
入，持貨 6 年獲利 210.3 萬元，
升值 58.5%。

寶翠園低層  六年升65%
▲香港置業黃嘉藍表示，西

半山寶翠園（圖 ）2 座低層 B 室，
面積852方呎，成交價798萬元，
呎價9366元。原業主04年以 485
萬元購入，升值 64.5%。

兩年後退休 買人幣產品基金降風險
揸逾30隻股票 宜減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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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先生兒女已各自成家立室，他
與太太每月使費各 1 萬元，保

險供款 2000 元、月供股票 2.5 萬元，
此外，零存整付月供 1 萬元，至明年
12月到期，屆時可取回 18.3 萬元。

盼退休前400萬元買屋
除了薪金收入，吳先生手上還有

一層寫字樓作出租，剛好應付開支及

投資供款。
投資方面，月供股票包括 2 萬

元供中電（002）及 5000 元供恒生
（011）。吳先生說，手持逾30隻股票，
多年來只買不賣，「明白自己年紀不宜
高風險，希望資產有穩定增長，買到
400萬元的洋房，退休後享受人生。」
假設每年通脹及退休後投資回報

各為 3%，兩年後，吳先生需 254.6 萬

元，才足夠 20 年退休生活費，而吳太
則需 547.4 萬元，才能應付 43 年生活
開支，即共需 802 萬元。加上要買洋
房，吳先生退休時，需有1202萬元。

CFP 認可財務策劃師李立基指
出，吳先生資產中，逾六成是股票，
過份集中，未能有效分散風險。康宏
資產管理董事黃敏碩建議，吳先生重
整股票組合，及沽出部份股票作其他
投資。建議將逾 20 隻股票以現價沽
出，部份金額投資強勢板塊，如受惠
中國醫改的聯邦制藥（3933）。重整
後，股票組合市值將由 1149 萬元減至
535 萬元（表 1），餘額選其他投資工
具。

年近七旬顧問打算重整投資組合，準備退休，並在退休

前一筆過買洋房，安享晚年。專家認為現時資產過份集中股

票，建議將市值逾 1000 萬元股票減磅，套現所得投資其他

工具，分散風險。� 記者：黃碧珊 攝影：李潤芳

建議基金投資比例及表現（表 2）

類別 基金簡稱 比例
過往回報（%）

本年迄今 1年 3年 5年

股票

安本環球亞洲
小型公司 20% +22.26 +43.37 +8.19 +16.65

Value Partners
中華滙聚 20% +6.14 +21.38 +3.10 +25.17

期貨
管理

Man AHL Diversified 
Futures Ltd 10% +4.41 -0.32 +4.65 +8.04

債券
鄧普頓亞洲債券 10% +6.29 +14.47 +7.98 －
鄧普頓環球債券 40% +6.61 +12.35 +12.34 －

註：資料截至8月25日 資料來源：晨星（亞洲）

兩年後投資回報（表 3）
工具 金額 年回報 預計可得
基金 一筆過$314萬 8.00% $366.2萬

人民幣產品 一筆過$300萬 4.00% $324.5萬

股票
一筆過$535萬 6.00% $601.1萬
月供$2.5萬 3.00% $61.8萬

零存整付 月供$1萬＊ 按敍造時所定 $18.3萬

現金
一筆過$80萬 0.01% $80.0萬
月供$1萬 # 0.01% $8.0萬

合共：$1459.9萬
註：＊供至明年12月；# 零存整付完結後開始

建議股票組合（表1）

股份名稱 股數 上周收
（元）

市值
（萬元）

息率
（%） 備註

九倉（004） 1000 41.65 4.165 2.395 現持有
恒生（011） 10000 108.00 108 4.806 現持有
華創（291） 2000 30.70 6.14 1.596 現持有
港交所（388） 6000 121.50 72.90 3.278 現持有
六福（590） 200000 14.06 281.2 3.058 現持有
工行（1398） 20000 5.65 11.30 3.451 現持有
平保（2318） 2000 64.35 12.87 0.800 現持有
中銀（2388） 1500 20.70 3.105 4.686 現持有
新地（016） 1000 110.50 11.05 2.304 新增
聯邦制藥（3933） 6000 13.42 8.052 2.310 新增
南車時代（3898） 3000 19.42 5.826 1.153 新增
渣打（2888） 500 206.00 10.30 2.575 新增

合共：534.9

假設吳先生沽售
股票套現 614 萬元，

李立基建議撥 314 萬元投資環球性
基金，餘下 300 萬元投資人民幣產
品，現金留作應急錢。由於吳先生
兩年後退休，投資不宜過份進取，
為減低投資風險，建議五成投資債
券，至於股票及期貨管理基金，分
別各佔 40% 及 10%（表 2）。假設
基金年回報8%，一筆過314萬元，
兩年後有 366.2 萬元。

人民幣產品選擇漸多，如銀行
定存年息逾 1 厘、6 個月人民幣存款

證年息 2 厘，人民幣儲蓄保險保證
年回報 2 厘，但鎖定年期較長，為
10 年。假設將 300 萬元投資人民幣
保本工具，如產品年回報為 2%，
加上每年有 2% 升值潛在回報，年
回報4%，兩年後，得324.5萬元。

持寫字樓收租養老
月供股票方面，黃敏碩建議捨

傳統高息股中電及恒生 ， 取工行
（1398）及中銀香港（2388），各月
供 1.25 萬元。他指工行增長潛力
高，資本質素處同業領先地位，加

上具人民幣升值概念，中銀香港則
受惠本港人民幣業務深化。工行及
中銀香港派息率逾 3 厘，月供共 2.5
萬元，即使股價不變，假設年回報
3%，兩年後有 61.8 萬元。

若一筆過 535 萬元股票的年回
報為 6%，兩年後得 601.1 萬元，
加上基金、人民幣、月供股票及現
金，合共有 1459.9 萬元（表 3），
足夠退休及置業。退休時，如投資
環境未如理想，吳先生尚有寫字樓
租金收入，及現時自住物業幫補，
後者可出租或沽售。

棄中電恒生 月供工行中銀
股票$1149萬

64%

自住物業$350萬
19%

現金$80萬
5% 現有資產

分
佈

（
圖

1）

出租寫字樓$220萬
12%

投資建議

姓名：吳先生

年齡：68 歲

家庭狀況：太太（40 歲）

職業：公司顧問

月入： 薪金 4.8 萬元（已扣減強積
金及稅款），租金 9000 元

每月支出：5.7 萬元

資產： 現金 80 萬元、自住物業市
值 350 萬元、出租寫字樓
市值 220 萬元、股票市值
約 1149 萬元

目標： ① 退休前買 400 萬元洋房 
②  兩年後退休，與太太各

有現值 1 萬元生活費

【個案】

■李立基（右）指吳先生投資不宜過
份進取。

股票

基金

人幣
產品

年紀較大投資者不宜
只購買股票，應投資
其他低風險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