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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短期難普及 經濟復甦需數年

Monica Defend認為，環球經
濟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重挫，
除非出現安全而有效的疫苗，並快速
及廣泛地將疫苗分配給全球各國，這
樣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才能直接讓經
濟受惠並回復明顯的增長，而日後對
政策上的依賴也會逐漸減少，不過相
信這情況出現的機會率只有10%。

他預計，環球經濟有65%的機會
出現 「中性」 局面，經濟需要數年才
能回復正常，明年仍然是 「低增長、
低通脹、低利率」 的情況，而全球貿
易額佔GDP的比例仍會下降。而且新
冠肺炎疫情實際上令全球收入及財富
更不平均地分布，這將加速社會矛盾
。此外，環球經濟有25%的機會在明

年出現衰退，原因來自就業環境惡化
，各國的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劇，同時
全世界各國及地區因全球化而導致的
相互依賴及整合逐漸出現倒退，意味
着 「逆全球化」 加快出現。

不過，Monica Defend強調，新
興市場明年的經濟表現相對會較佳，
特別是中國，GDP的增長將較其他國
家優勝，其次則為美國。

宜吸納新興市場高息債
新興市場中，明年有十個國家有

能力提升利率，避免出現負基準利率
的情況，這包括中國、馬來西亞、印
尼、中國台灣、泰國、以色列、俄羅
斯、韓國、墨西哥及南非，當中以中

國的利率上調空間最大，基準利率可
提升至近4厘的水平。

Monica Defend建議，投資者
明年應將資金由定息收入產品轉至回
報相對較高的產品，如新興市場的高
息債券、股票、以當地貨幣計價的企
業債等。

東方匯理資產管理新興市場宏觀
經濟策略師Claire Huang認為，中美
的緊張關係未來或有望紓緩，但也存
在不確定因素，惟新興市場的經濟增
長將明顯較佳。

而東方匯理資產管理新加坡投資
主管David Poh表示，新興市場中的
股票仍有投資價值，當中新經濟股的
表現預計仍會較為突出。

新冠肺炎疫情對環球經濟帶來重大影響，經濟雖逐漸
有復甦跡象，但歐洲各國確診病例近日又再度回升，東方
匯理資產管理環球研究部主管Monica Defend表示，明年疫
苗被廣泛應用的機會相信會較微，預期疫苗最快要到明年
下半年才面世，全球經濟需要數年才能回復正軌，亞洲區
復甦速度將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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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貿易佔GDP比例降 明年25%機會衰退

【大公報訊】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的數據顯示，歐元在10月成
為全球支付使用得最多的貨幣，是自
2013年2月以來首次超過了美元，跟在歐
元和美元之後的是英鎊及日圓。

該協會數據顯示，上個月SWIFT現金
轉賬中約有37.82%是用歐元進行的，較
去年12月底增長了逾6%。美元排在第二
，比重為37.64%。

SWIFT為200個國家、逾1.1萬間金
融機構處理跨境支付信息，排在歐元及美
元之後的為英鎊、日圓及加元，這三種貨

幣總額在10月份全球支付中佔12.25%。
分析指出，貿易動盪、新冠疫情引起

的衰退及地緣政治局勢不穩等因素，令美
元在國際支付中的佔有率面臨被削弱的壓
力。追蹤美元兌一籃子主要貨幣的彭博美
元指數，自3月頂點已下滑超過了11%，
且許多分析師預測美元還將進一步貶值。

近幾個月來，分析師們一直認為，美
國大選、疫苗突破及美聯儲的寬鬆政策可
能會對美元造成嚴重打擊。花旗分析師指
出，疫苗的問世與廣泛使用將令美元在明
年大跌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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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MASTERCHEF推介

攜創會於日前舉辦《老杜夢畫》第
二輯新書發布會，現場舉行新書義賣，
所得書款不扣成本，直接捐入香港復康
力量捐款箱，幫助弱勢社群。發布會由
攜創出版社社長兼攜創會理事長李寶貝
主持，主禮嘉賓包括香港復康力量會長
葉湛溪，攜創會會長馮志堅、主席駱彬
琳，香港區潮人聯會常務副會長吳家榮
，香港汕頭商會會長黃文漢，香港筆架
山獅子會會長吳立輝，攜創會副會長周
昭能、陳金滿等。

葉湛溪致歡迎辭表示，在同仁的
一起努力下，出版了《老杜夢畫》一
書，為香港復康力量籌募善款。他介
紹指香港復康力量致力改善復康政策
，推動香港發展成無障礙城市，推動
傷健共融，締造平等機會。

駱彬琳致辭表示，攜創會剛成立不

久，會名含義為攜手創新、共建和諧，
以展示該會精神及宗旨。攜創會是一個
非牟利組織，主要推動義務工作，關心
社會、民生為目標，發揮正能量，愛國
愛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馮志堅表示，攜創會與香港復康
力量這次的合作具有重大意義，書中
自有黃金屋，再加上慈善工作，是極
具意義的。

攜創會榮譽主席蘇秦，首席顧問
兼《老杜夢畫》作者杜建成先後透過
影片致辭。蘇秦表示，《老杜夢畫》
是一本關於夢想的佳作，當夢想與夢
想相遇，就能綻放爛漫激情的花朵。
杜建成表示，《老杜夢畫》內容旨在
給大家碎片時間一個消遣，以夢為核
心，以畫為載體，一切素材皆源於心
，所有作品皆為畫夢，這就是夢的色

彩、覺悟。帶出現今社會
對多樣性文化的追求。

出席嘉賓還包括：
香港復康力量董事仇健
明、會務發展推動委員
會主席袁羅秀玲，香港
汕頭商會副常務會長李
志强，香港邦加僑友會
理事長周鴻聲，九龍婦
女聯會副主席張佳圓，
泰伯基金會會長吳桂宣
、吳錫義、吳俊廷，九
龍西潮人聯會副會長吳建渤，九龍東
潮人聯會副會長吳光霖，柬埔寨華僑
華人香港聯誼會副會長江惠貞、盧錦
華，老撾華僑華人香港聯誼會副會長
陳鳳如、葉冠平，山雅同鄉會會長吳
鴻棍，佘英輝律師行佘英輝，國際專

業調解會陳德晋，關愛之友協會主席
蔡振超，弘業集團有限公司何紀東，
潔臣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項目經理鄭啟
鋒，編輯蘇小姐，雅景印刷公司莊生
，攜創會飛揚、郭紅、陳英、黃錦州
、賴詩琴、Winnie chan。

《老杜夢畫》新書發布會圓滿舉行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州商會於日前（11月12日）假金
鐘萬豪酒店宴會廳舉行晚宴，慶賀榮任本港六大慈善團體要職鄉
彥，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蒞臨主禮。香港潮屬社團
總會、香港潮州商會各首長向受賀鄉彥致贈祝賀紀念品，希望透
過活動，把潮汕人為善不甘後人的精神傳揚開去，令社會更加包
容和諧、平安穩定。

今年榮任六大慈善團體要職的潮
籍鄉彥包括：東華三院第二副主席馬
清揚，總理廖晉輝、吳鄭雅瑜、蔡加
怡、洪若甄；保良局副主席陳正欣，
總理廖偉芬、馬蔡加敏；博愛醫院副
主席周駿達，總理王文漢、柯耀華、
吳泰榮、楊啟健；仁濟醫院主席周松
東，總理吳春秀、鄭斯堅、潘蘇凱欣
、許夏林、王世存、周德隆；九龍樂
善堂第一副主席彭志宏、副司庫郭予
宏、常務總理黃樹源。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振彬致辭
時，首先向今年二十三位潮籍鄉親擔任
六大慈善團體要職表示熱烈祝賀，對一
直在抗疫第一線帶領和指揮醫療衞生系
統的陳肇始局長和醫療團隊，以及各位
在不同崗位上服務社會作出積極貢獻的
受賀鄉彥表示衷心的感謝。他指出，潮
屬總會作為香港一百多萬潮籍鄉親的代

表團體，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在全港各
區扶助弱勢、關懷貧苦，並透過四十二
個屬會在不同地區送上關愛和溫暖。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黃書銳致辭時表
示，在潮州商會踏入一百周年之際，同
仁將繼續先賢助人為樂和團結鄉親的精
神。他高度讚賞擔任六大慈善團體要職
鄉彥的仁心仁德和無私精神，認為是他
們長期服務社會，積極參與慈善事業的
努力得到社會各界認同的結果。

馬清揚代表受賀鄉彥致辭說，他
對多年來六大慈善團體得到各界善長
、企業和廣大市民的支持，從不同的
層面和範疇服務社會，關心社群感到
欣慰。他指出，在香港目前還沒有完
全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下，更需
要關注特殊社群的需要並給予援助，
這將是六大慈善團體的工作重點。

出席慶賀晚宴的兩會首長有：潮屬

總會主席陳振彬，潮州商會會長黃書銳
；潮屬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永遠名譽
主席蔡衍濤、許學之、陳幼南，名譽會
長魏海鷹，潮州商會名譽會長藍鴻震，
潮屬總會會長周厚立、張敬石，常務副
主席馬介欽、莊學海、陳愛菁，副主席
莊健成、胡池；潮州商會副會長鄭敬凱
、陳強；潮屬總會名譽副主席劉宗明、
吳哲歆、陳賢豪，榮譽顧問姚思榮、柯
創盛、鄭泳舜，名譽顧問林克昌、許瑞
勤；潮州商會名譽顧問吳宏斌；潮屬總
會常務會董吳茂松、周卓如、胡炎松、
高明東、張俊勇、張敬川、章曼琪、郭

一鳴、陳蕙婷、陳偉香、黃詠霖、曾永
浩；潮州商會常務會董陳捷貴、蕭成財
、史理生、柯家洋；潮屬總會會董孔斐
文、王建瑜、王綿財、余秋偉、吳少溥
、吳春靈、吳崇南、吳靜玲、李志強、
林世豪、林其龍、林淑怡、林凱璇、林
楓林、林裕添、張敬慧、張劍青、連喜
慶、陳亨達、陳志強、陳育明、陳明勤
、陳偉泉、陳燦標、楊子鐵、楊劍青、
廖玲玲、潘筱璇、蔡敏思、謝曉東、羅
少雄；潮州商會會董黃華燊、陳賢翰、
卓啟燦、林赤有、羅志豪、許禮良、張
詩培、陳勤業、黃宇鵬等。

2020 The best of the best MASTERCHEF亞洲推
介餐廳頒獎典禮日前於灣仔會展舉行，120間亞洲人
氣餐廳成為本年度推介餐廳，並於典禮上獲得殊榮。
大會亦邀請藝人蔣怡擔任 「亞洲餐飲廚藝協會大使」
，為其推廣餐廳美食與廚師等。出席嘉賓包括旅遊事
務專員黃智祖、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香港代表）總經理莫兆光、
香港品質保證局總經理蔣齊仲、香港旅遊業議會副主
席梁耀霖、亞洲餐飲廚藝協會創會主席林和忠及亞洲
餐飲廚藝協會主席黎志華等。

林和忠表示，過去MASTERCHEF已經籌辦了七
屆，今年加入了best of the best，加上香港保證局認證
，令所有得獎餐廳更具認受性。他續指，將來的目標是
把品牌推廣到亞洲其他國家和內地，令更多人能熟知優
秀的餐廳及品嘗出色的美色，以促進美食旅遊發展。

鼓舞業界促交流
黎志華表示，疫情蔓延全球由去年至現在，全世

界經濟面臨了不少衝擊。香港的各行業如旅遊、酒店、
餐廳、零售等首當其衝，餐飲業因減少堂食，只能加強
外賣形式，增加收入來源。是次得到大會提名而獲推介
的餐廳，不但得到業界專業評審及業界認同，更是得到
同業及顧客的讚賞，所有餐廳都是實至名歸。

黃智祖表示，十分感謝協會致力提高飲食業質素
及促進業界交流運作，對亞洲飲食發展貢獻良多。莫
兆光表示，此次頒獎典禮的舉辦對於整個餐飲業界及
旅遊界是一個非常好的鼓舞。一直以來澳門及香港的
餐廳交流都十分緊密，兩地的廚師互相溝通皆能激發
創意，創出好的美食，發揚美食之都的美譽。

▲亞洲餐飲廚藝協會創會主席林和忠（左四）、
亞洲餐飲廚藝協會榮譽主席李漢城（左二）等頒
發獎項予得獎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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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創會舉辦《老杜夢畫》第二籍新書發布會，
賓主合影

【大公報訊】國際金融機構（IIF
）昨日表示，全球今年整體債務將會
升至277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原因
是各國政府和企業持續就新冠疫情而
增加開支。

會員來自全球400家銀行和金融
機構的IIF，在其最新報告中指出，今
年截至9月，全球債務已增加了15萬

億美元，至272萬億美元，再創歷史
新高，來自政府，特別是發達國家的
債務，佔去接近一半升幅。發達國家
整體債務，在第三季已升至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432%，比去年年底的
380%大增。新興市場債務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率在第三季亦已升至接近
250%。

今年美國債務將會升至高見80萬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而歐元區債
務在截至9月份的3個月內，亦增至53
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政府收
入下跌，即使借貸成本跌至歷史新低
，償還債務亦倍添吃力。明年將有7
萬億美元新興市場債到期，當中一成
半以美元為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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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匯理對明年經濟觀察
GDP增長

企業盈利增長

基準利率變化

全球貿易

•全球經濟有25%機會出現衰退，中國經濟增長在眾多主要國家中排名
首位，其次為美國及印度

•至明年底，新興市場國家中，俄羅斯企業每股盈利增長最佳，其次為
韓國、印度、中國及巴西

•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的利率上升空間最大，料基準利率可提升至接
近4厘

•全球貿易額佔GDP比例仍會下降

◀東方匯理
預料明年仍
然是 「低增
長、低通脹
、低利率」
的情況，而
全球貿易額
佔GDP的比
例仍會下降

歐元超越美元 稱冠全球支付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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