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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出口上月升24.8% 勝預期
【大公報訊】由於前年基數較低及
需 求 回 升 ， 去 年 12 月 份 香 港 出 口 升
24.8% ， 勝 預 期 ， 去 年 全 年 則 升
26.3%，與市場預期相若。雖然去年出
口大升，但變種病毒來勢洶洶，且美國
加息在即，在眾多不明朗因素下，商會
人士預料，今年香港出口只能持平，或
單位數字增長。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永遠榮譽會
長巢國明表示，去年香港出口大升，屬

意料之事，因前年基數太低及去年相當
一段時間，海外疫情曾一度回穩，帶動
需求上升。他坦言，今年市況波濤洶
湧，特別是無法預測疫情之影響，若不
幸海外疫情擴大，則不利出口形勢，呼
籲出口商要小心。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去年12月商
品出口貨值按年繼續大升24.8%。輸往
內地、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均顯著增長，
輸往其他主要亞洲市場的出口亦見不同

程度的升幅。全年商品貿易總額逾10萬
億元，較2018年高位超出15.6%。
展望未來，發言人指出，環球經濟
復甦應繼續支持香港的出口，但由疫情
引致的物流干擾短期內或會對出口表現
構成一些壓力。環球經濟增長預期減
慢、中美關係、地緣政治局勢，以及主
要經濟體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須關注，
政府會密切留意情況。
香港貿發局表示，新冠疫情仍在肆

虐，加上通脹憂慮日增，量化寬鬆規模
可能縮減，全球各地經濟復甦步伐依然
參差。同時，變種病毒帶來新威脅，加
上物流瓶頸出現，供應鏈不時中斷，而
主要經濟體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且大
力推行疫苗接種計劃，對復甦勢頭以及
對香港出口的需求均有支持。
2021年與2020年比較，往大部分目
的地的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英國
升57.5%、中國台灣地區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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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威爾變超鷹科網股成重災區
阿里美團挫7% 資金泊銀行公用股避險
息 魔 襲 擊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就貨幣政策發表 「鷹派」 言論，引爆全
球股市崩盤，港股一度重挫724點，收市跌482點。科網股是拖冧
港股的 「 元兇 」 ，阿里巴巴（09988）急瀉7%；避險資金泊入銀
行、公用股，滙控（00005）逆市升超過1%。證券界人士派定心
丸，預期港股可穩守1月份低位，表現料優於外圍，但增長股短線
風險仍大。
大公報記者 劉鑛豪

美股年初以來一瀉如注，投資者原
先預期鮑威爾會因應股市變化，調整
「收水」 步伐。然而，事與願違，鮑威
爾意外地發表超級鷹派言論，一方面表
示美國尚有相當大加息空間，另方面不
排除在今年餘下每次議息會議時作出加
息決定。美股周三即時由升轉跌，環球
主要市場顯著走低。

整。操作策略上，譚智樂認為投資者毋
須急於悉售手上持貨，若持有股份屬於
具有穩定現金流、估值又合理的價值型
股，如銀行股、油股、煤炭股，對後市
就不用過分擔心。若持有增長股，短線
則難樂觀。

淡友大舉質低港股

晉裕集團投資分析師黃子燊稱，恒
指今年表現有機會相較外圍市場強韌，
主要涉及三個支持因素，首先是恒指成
份股中，傳統經濟股份佔指數的權重不
小；其次指數內金融股將受惠於環球加
息周期，對指數提供支撐；再者是在港
掛牌科網股去年已完成 「殺估值」 過
程。他估計，恒指1月初的22700點將是
今年底部，後市再跌穿這水平的機會不
大。經過今年跌浪，大市可能出現 「三
底」 形態，全年樂觀情況可試27000
點。
實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師郭
啟倫認為，鮑威爾鷹派言論與新冠肺炎
疫情惡化，令港股趨弱。恒指失守
24000點後，下一個支持位為23200點；
上望可以反彈至25000點。

港股通暫停，在欠缺內地資金支撐
下，淡友大舉質低港股。恒指跟隨外圍
大市低開，全日最多跌724點，收市時跌
幅略為縮窄至482點或1.9%。科網股是
重災區，科指跌213點或3.8%，報5383
點。阿里巴巴跌7.1%報108.5元；美團
（03690） 跌 6.9% 報 209.4 元 ； 騰 訊
（00700）跌2.2%報463元。資金泊入
銀行及公用股，滙控升1.3%，報54.65
元；港鐵（00066）升1%報42.8元。
耀才證券金融研究部副經理譚智樂
表示，港股一浪低於一浪的格局未變，
有機會跌至23000點以下。預料美國不
至於陷入經濟衰退，美聯儲的政策對港
股的影響不會太大，港股去年已深度調

大市或現三底形態

美匯強勢 在岸人幣大跌426點子
【大公報訊】美聯儲局會議後，3月
加息幾乎落實，人民幣兌美元昨日大幅
下挫，在岸人民幣日盤收跌426點子報
6.3645，蒸發今年大部分的漲幅，全日
成交大增至逾400億美元，而今年來普
遍維持在200多億美元水平。《中國金
融》昨日刊載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
司長孫國峰的撰文，提到影響匯率的因
素較多，匯率測不準是必然，雙向波動

是常態。
昨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已下調
136點子報6.3382，在岸人民幣開盤跟
隨下挫近200點子。多位交易員表示，
美聯儲加速緊縮預期下，美匯升勢猛，
美元買盤洶湧疊加前期空頭止損，拖累
人民幣持續走弱；但客盤結匯需求仍
在，短期或在前期6.36至6.37區間盤
整，難言人民幣已到趨勢性拐點。

美上季經濟勁增6.9% 道指彈576點
【大公報訊】美國經濟在去年第四
季增長6.9%，遠優於第三季的2.3%，
並較預期的5.5%強勁，原因是企業重新
建立庫存。全年計算，美國2021年經濟
增長5.7%，創下自從1984年以來最佳
的紀錄。經濟數據利好，美股早段急
升，道指曾升576點，報34744點。歐洲
股市亦跟隨上升。
經濟增長較預期佳主要受惠於庫存
數字，為上季增長添加了4.9個百分點的
影響，這方面今年將會繼續引領美國經
濟向前增長。受到持續供應短缺的影
響，企業一直依賴存貨以滿足消費者的
強勁需求，令去年全年的存貨持續增
加。隨着公司不斷增加存貨，亦帶旺了
製造業生產。
另外一個主要因素是個人消費仍然
穩定增長，儘管現時的形勢已不復去年
首季般強勁。佔美國經濟最大部分的消
費者開支在上季增長了3.3%，符合市場
估計，並較對上一季的2%為佳。

從經濟數據顯示出，去年第四季增
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季初，原因是美國人
提前購物以避開付運延期，但由於年底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Omicorn在美大規模
爆發，打擊對於服務業的需求，故年底
的情況相對較差。在需求強勁的背後，
亦引發到通脹急升，聯儲局官員密切注
視的個人消費開支核心價格指數，在第
四季按年大升了4.9%，反映出美國有極
大通脹壓力。
美股反彈，在收市後公布業績的蘋
果，股價曾升2.3%，報163.42美元。電
動車龍頭特斯拉上季營業額錄得177.2億
美元，優於預期的165.7億美元，而交車
給客戶的數字亦創新高。不過，由於該
公司憂慮供應鏈的問題，其股價早段反
跌逾6%，低見879美元。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議息會議
後表示，通脹嚴峻，聯儲局準備3月加
息，更不排除年內每次會議均宣布加
息，有分析預料今年加息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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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09988）

108.50

-7.1%

美團（03690）

209.40

-6.9%

小米（01810）

16.48

-5.5%

網易（09999）

150.10

-4.0%

騰訊（00700）

463.00

-2.2%

耀才證券譚智樂

在熊市情景下，港股往往大上大落，指數或回
調至23000點，只要持有價值股就毋須過分憂慮
後市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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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德金融郭啟倫

恒指守穩23200點，向上仍有機會再叩二萬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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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京華山一彭偉新

若果恒指未來一、兩日未能重返50天線之上，
有可能下試去年12月份2266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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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00005）

54.65

+1.3%

恒大傳悉售資產 僅留恒汽恒大物業
【大公報訊】外媒早前報道，廣
東省政府計劃3月前公布中國恒大
（03333）債務重組框架。有最新消
息稱，據當局擬定的初步重組方案，
除市值共達90億美元（約700.2億港
元）的上市子公司恒大物業
（06666）和恒大汽車（00708）會
保留外，恒大將出售所有資產。
據了解，恒大風險化解委員會成
員之一的中國信達，將牽頭負責恒大
地產板塊的債務重組。該公司是四大
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之一，也是恒大的

債權人。是次資產出售所得將用於償
債，但目前尚未清楚銀行與債權人將
要接受多大程度的折價。
恒大周三（26日）晚與債權人舉
行電話會議後，在港交所（00388）
發公告稱，爭取6個月內推出初步重組
方案，並正在推動審計師開展相關工
作，其間也將繼續認真聽取債權人的
意見和建議。有報道稱，恒大董事長
許家印將 「盡最大努力支持公司發
展」 。這是恒大上月部分美元債券違
約以來，首次舉行投資人電話會議。

另有報道指，監管部門相關官員
早前曾多次重申，恒大及其他內房債
務風險應當按照 「市場化」 原則化
解。恒大集團及廣東省政府暫未有就
消息置評；中國信達則指，現時未有
相關信息披露。中國恒大昨日收報
1.71元，跌3.39%。
另外，碧桂園（02007）公布，
集 團 2022 年 到 期 的 4.25 億 美 元 的
7.125% 優 先 票 據 ， 已 於 昨 日 （27
日）悉數償還未償還的票據金額及應
計利息。

積金易年底建成 行政費料降30%
【大公報訊】根據積金局最新數
據顯示，去年強積金總資產上升4%至
1.14萬億元，因投資表現受市況影
響，回報錄得負0.3%，但自強積金開
始實施以來，年率化淨回報仍有
4.3% ， 較 同 期 年 率 化 通 脹 1.8% 為
高。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表示，強積
金為長線投資，呼籲投資者不要因短
期波動而捕捉市況，有機會高買低
賣。根據過往經驗，往往大跌市之後
一年，強積金回報均會回升。
市場關注積金易的進展，劉麥嘉
軒表示，最快今年底建成積金易平
台，並於2023年至2024年按次序把強
積金計劃賬戶資料轉移至平台，2025
年平台可全面運作。她對今年底建成
平台的目標有信心，目前平台建設工
作進度理想。她預計，積金易全面運
作首兩年，成員支付的行政費將平均
下跌30%，推出十年後，節省金額將

達300億至400億元。
積金局今年工作重點除積金易
外，完善強積金選擇及檢討最低及最
高有關入息水平，亦是工作重點。
積金局早於2019年設立投資解決
方案實驗室，劉麥嘉軒表示，強積金
推出21年，已有成員開始退休，退休
成員的投資要求及需求不同，受託人
亦收到不少打工仔反映，希望可提供
有穩定收入及與通脹掛鈎的基金。
她表示，今年繼續完善強積金基
金選擇，與業界工作小組作相關研
究。這次研究較2019年更高層次，是
從整個計劃裏面看投資是否夠多元
化，希望推動業界為打工仔推出更多
投資選擇。她又透露，今年將檢討最
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料下半年向
政府提交結果，最終情況則交由政府
決定。
署理行政總監鄭恩賜表示，關於

落實便利強積金投資於中央政府和內
地政策性銀行債券的措施，預期有關
法律修改的建議將於今年第二季提交
立法會審議，該局將配合政府在今年
完成法例修改。環境、社會和企業管
治（ESG）投資方面，他表示，積金
局去年公布相關框架及指引，受託人
須於第一季提交行動計劃。ESG可持
續投資已是大勢所趨，強積金ESG的
投資由2011年的1.5億元，大增88倍
至去年的139億元，預期未來ESG相
關投資會不斷上升。

本月打工仔人均輸6200元
去年港股跑輸全球市場，踏入
2022年，港股仍未見起色，加上歐美
股市表現亦波動。積金評級預計，今
年1月份的強積金累計投資虧損將錄得
約283億元，以450萬名強積金成員計
算，預計平均每人將虧損約6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