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
訊 香港與內地恢
復通關在即，大華
繼顯發表報告，預
期通關後每月內地旅
客可達15萬人，看好
明年零售收租股，該行
維持房託基金（REITs）
收租股「增持」的評級，
首選領展（0823）及希慎
（0014）。領展昨收報 66.9
元，跌0.372%；希慎收報
24.35元，升0.412%。
「港康碼」本周五起開放
註冊賬戶申請，香港在嚴防
新變種病毒方面表現良好，
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指日可
待。近日有傳農曆新年前，

內地及香港的每日通關配額約
5,000人，近期本地零售銷售理
想，零售租金見反彈，加上就

業市場前景有改善，大華繼顯看好內
地旅客來港帶來的消費動力，認為通
關利好零售收租股。

內地客消費疫前佔港零售額30%
該行指出，內地旅客的消費開支，約是本港總體零

售銷售額的20%至30%，由於內地來港旅客在10月份
已經達至6,699人，如果恢復通關，相信內地旅客會大
幅回升，估計每月內地旅客數目可升至15萬人，但相對
於2019年黑暴前的逾400萬人，仍然是小數。
本地消費方面，受惠於政府的消費券計劃，及消費情

緒有改善，本地消費轉強。即使缺乏內地旅客，本港10月
份零售銷售增長仍然有12%，今年首10個月增長也有
8.5%。當中非必需消費品，例如珠寶首飾、鐘錶、衣履、鞋
履等增長15.9%。

大華繼顯料明年港零售銷售增5%
大華繼顯預期明年本港零售銷售增長約5%，即使本港零售租金自

低位反彈5.9%，但仍低於2019年6月約7.3%。不過，大部分收租股
均相信，零售租金已見底。該行稱，領展於今年3月至9月的續租租金調
整率，已回復至正數，幅度達3.4%，並預期情況於未來6個月會維持，
相信零售收租股會是通關的初期受惠者，而明年零售租金料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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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市民本
周五起可申請「港康碼」賬戶，香港與內
地通關在即，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
立德認為，「通關是真正復甦唯一途
徑」。他指出，當香港與內地仍然「控
關」情況下，欠缺「活水」支持，香港經
濟靠自己的「內循環」只能「吊鹽水」。
他期望在通關初期，可以為商界安排更多
配額，以便進行商務往來，提振經濟活
動，讓整體社會得益。

方便廠商回內地照顧生意
史立德表示，今年香港經濟只能以
「吊鹽水」來形容。由於目前本港仍然
與內地「控關」，對外又未能開放，入
境香港的人流欠奉，未有「活水」支持
下，香港經濟實在難言向好。本地商界
亦損失慘重。以廠商為例，不少同業反
映在過去接近兩年的時間，內地與香港
兩地實施必須隔離的防疫措施，令
廠商根本難以北上管理內地廠
房業務，運作出現不少問
題。他說：「要真正
復甦，盡快恢復

正常通關是唯一途徑。」

消費券刺激效應已經減退
他續指，香港整體經濟其實已經難
以負擔繼續「控關」的壓力。香港只
有 700 多萬人口，單靠香港「內循
環」成效有限，在防疫抗疫基金不再
支持、庫房派錢及派消費券的刺激減
退情況下，本地經濟實力已開始
走下坡，加上從外地抵港要隔
離，港人進入內地又要檢
疫的情況下，香港某
程度已成為孤
島，盡快通關
才能挽救經
濟。

為港引「活水」復甦經濟

澳洲會計師公會昨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
香港的經濟前景有所改善，預計明年可

實現溫和增長，而恢復香港跨境旅遊有望為
經濟增長作出最大貢獻。公會於11月2日至
18日向本港的會計和金融專業人士，就本港
的經濟狀況進行調查，共收回214份問卷。
67%的受訪者表示，預計香港GDP將在2022
年實現增長。其中，52%的受訪者預計明年
經濟增長幅度在2.9%以內，15%的受訪者預
測增幅將在3%或以上。

通關成明年經濟最大貢獻
此外，48%受訪者認為，2022年恢復香港

跨境旅遊有望為經濟增長作出最大貢獻。然
而，受訪者認為跨境往來限制和疫情仍然是
經濟增長的最大障礙。雖然整體商業和經濟
情緒有所改善，但不同行業存在不均衡的經
濟復甦風險以及疫情帶來的持續挑戰，例如
最近出現的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
澳洲會計師公會2021年大中華區分會會長
陳銘嚴昨表示，港府的抗疫及刺激經濟措
施，譬如消費券計劃等，促進了香港經濟復
甦並提振了大家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大多數
受訪者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
並認為經濟將以溫和的速度增長。不過，他

同時指出，雖然香港經濟正在復甦，但
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出現等挑戰仍然存在
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企業應在2022年繼
續專注於創新科技，包括數碼化轉型，吸
引、培養和挽留人才，並提高營運效率，以
適應環境的波動並蓬勃發展。

59%受訪者料明年加薪
此外，陳銘嚴建議政府推出多項措施以促

進2022年經濟增長，包括重啟「旅遊氣泡」
計劃，特別是減少與中國內地和東盟國家的
出行限制。其他的建議包括向發展品牌、升
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
項基金）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EMF）
分配更多資源，簽署更多自由貿易協定和全
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另一方面，53%的受訪者預計明年其所在企

業的收入增加，36%的受訪者表示，2022年其
所在企業將增加僱員人數，高於2021年的
13%，反映出更積極的前景。59%的受訪者預
計明年將會加薪，這一比例在2021年時僅為
15%。此外，有78%的受訪者預計，其所在企
業未來三年內會將業務擴展到香港以外的地
區，中國內地是首選目的地，其次是東南亞地
區。六成受訪者認為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

提高香港的國
際競爭力。
當被問及需
要採取哪
些措施來
實現這一
目標時，大多數受訪者選擇支持金融科技和其
他數碼金融創新，其次是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
中心的地位，以及吸引和挽留金融人才。

調查顯港復甦情況勝預期
陳銘嚴認為，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一年
香港的商業信心有所改善，因為去年只
有26%的受訪者預計2021年的企業收
入會有增長，而事實上，今次有50%
受訪者料今年收入有增長，反映經
濟復甦情況遠勝預期。
此外，香港與前海加強合

作，擴大香港離岸人民幣產品
的範圍，可鞏固香港作為領
先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
位。而大灣區今年啟動
的金融互聯互通措
施，也可推動2022
年的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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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未來的挑戰

註：*選擇「不知道」的受訪者百分比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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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木子

寄望通關 港企看好明年前景
調查指52%人料經濟增2.9% 籲重啟「旅遊氣泡」

「香港健康碼」（「港康碼」）系統將

於本周五開放賬戶申請，粵港澳三

地「通關」在望。澳洲會計師公會

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48%

的受訪專業人士認為恢復通關可為

明年香港經濟增長作出最大貢獻，受

惠港府的抗疫及刺激經濟等措施，大

部分受訪者料明年香港經濟可實現溫

和增長：52%人料增長2.9%內，

15%人預測增幅3%或以上。企業普

遍對明年薪酬和僱員人數的展望趨樂

觀。公會建議香港重啟「旅遊氣

泡」計劃，而減少與內地和東盟國

家的出行限制尤其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德勤昨發布《聚焦
亞洲》報告，稱對2022年全
球經濟前景保持樂觀。德勤中
國首席經濟學家許思濤於線上記
者會表示，內地個別房企有債務
問題，但溢出效應甚微，相信政府
會借助政策工具及財務控制手段遏制
此類風險，整體經濟下行風險受控。

內地着力化解內房風險
他分析，內地一二線城市樓市影響不大，

三四線城市或會因為賣地收入下降，令地方政
府收入承壓。但顯然若有發生也會是局部性問
題，中央也會通過轉移支付來解決相關壓力。
即使恒大（3333）、佳兆業（1638）等房企危機

重重，但許思濤認為，政府也會盡全力保證相關項目
完成，保證消費者利益不受損。尤其在「住房不炒」基
調下，料內地住房貸款會繼續下調。
德勤預計，明年內地經濟增長為5.5%，儘管仍要面臨疫

情、通脹等風險，經濟變質中呈現穩定增長，但許思濤料，政
府將會額外提供一定政策支持經濟增長，如地方政府增加基建

投資，央行繼續降低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
率，相信明年財政政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料香港經濟明年可增4%
談及本港經濟，許思濤評價香港經濟復甦強

勁，形容「花錢買增長」即政府派發消費券的
方法，令經濟反彈，加上香港樓市特別強勁，
保證政府的印花稅收入平穩增長。不過他指
出，香港以提供各類專業服務為主，邊境開放
與否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他還提及近期內地
企業在美退市轉而來港上市，或會令香港市場
繼續受惠。德勤料明年香港經濟呈現溫和增
長，增幅為4%。
縱觀亞洲經濟增長，德勤認為不同國家之間

或拉開差距，但與此同時，隨着疫苗注射率不
斷上升，各國採取「與新冠共存」政策，可選
治療方案種類增加，預計新冠疫情產生的影響
將逐漸消失。其中，印度將實現經濟反彈，料
全年增長達7.5%；越南和印尼的改革將產生
積極作用，經濟增長料顯著加快，分別達7%
和5.5%；澳洲、新西蘭、日本等發達經濟體
仍將呈現緩慢增長。

德勤：內地下行風險可望受控

8%經濟多元化措施

11%低利率

13%中美關係改善

14%穩定的營商環境

21%香港的低稅率和簡單的稅制

22%大灣區規劃

29%中國內地的經濟增長

全球經濟復甦 30%

疫情控制 31%

恢復香港跨境旅遊 48%

提升香港作為領先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 13%
支持創新和科技的措施 13%

提高住宅/寫字樓可負擔程度的措施

不知道 3%
其他 0.5%

通關是明年經濟增長最大動力

●陳銘嚴(右二)建議政府推出多項措施以促進2022
年經濟增長，包括重啟「旅遊氣泡」計劃。

商界睇通關

券商睇通關

7%歐洲(不含英國)
87%
將拓展經營活動

78%

將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場

無拓展計劃
5%不知道

8%
其他
1%

僅在香港拓展
8%

註：由於這是一道多選題，各選項百
分比之和將超過100%。

1%其他
2%美洲(不含美國)
5%中東
5%大洋洲
6%英國

8%南亞
10%美國
14%東亞(不含中國內地)

29%東南亞
36%大灣區其他地區(除香港以外)
40%香港

5%未來三年無拓展計劃
8%不知道

50%中國內地(不包括大灣區城市) 無拓展計劃中國內地不包括大灣區城市

港企最想開拓內地市場

消費券刺激效應已經減退
香港整體經濟其實已經難

香港只
「內循

在防疫抗疫基金不再
庫房派錢及派消費券的刺激減

本地經濟實力已開始

復甦經濟

六成受訪者認為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 年的經濟增長。

企業預期明年生意改善企業預期明年生意改善

＋24個百分點

22%%
77%%

●史立德

8%

資料來源：澳洲會計師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