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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放緩 財新製造業PMI三連降
專家：消費恢復較慢或致貨幣政策提早收緊

受春節假期等影響，2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

指數（PMI）降至50.9，較1月回落0.6個百分點，雖

然連續十個月位於擴張區間，顯示疫情後經濟持續恢

復，但已連續三個月下降至去年5月以來最低。專家認

為，經濟復甦的邊際效應進一步減弱，當前出口、就

業承壓，通脹壓力上升，春節期間及節後生產好於往

年，但消費恢復較慢，貨幣政策收緊或早於預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最新公布的財新2月中國製造業
PMI走勢與官方製造業PMI

一致，均為九個月低位。數據顯
示，製造業供給、需求維持擴張態
勢，但擴張速度同步放緩。外需繼
續拖累總需求，新出口訂單指數連
續第二個月大幅低於榮枯線。調查
中，受訪企業強調了冬季海內外疫
情對於市場景氣度的負面影響。

價格指數高企增通脹壓力
就業市場繼續承壓，就業指數連
續第三個月在收縮區間下降。與此
同時，價格指數持續高企，通脹壓
力持續增加。製造業企業購進價格
指數大幅高於榮枯線，受訪企業表
示原材料價格尤其是工業金屬價格

繼續快速上漲，運輸價格也有所上
升。成本端價格上漲部分傳至需求
側，製造業企業出廠價格大幅上
升。
不過，企業預期明顯改善，生產

經營預期指數跳漲至2014年9月以
來的第二高點，製造業企業經營者
對於國內外疫情形勢轉好信心充
足。

疫情減退企業預期趨樂觀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指

出，2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系列
數據呈現三個特點：第一，製造業
的復甦動能進一步減弱，供求增速
放緩，就業壓力增加；第二，原材
料價格持續上漲，通脹壓力持續增

加；第三，儘管存在以上兩點，目
前企業對未來預期反而更加樂觀，
市場信心主要來自過去一年多疫情
防控經驗的積累，尤其是不利的秋
冬時節即將結束的因素。

大宗商品價格加速上漲
每年年初，春節假期影響，中國
經濟往往出現波動，今年出於疫情
防控的需要，各地倡導「就地過
年」，也對經濟產生一定擾動。
工業用電量、開工率、交通擁堵
指數等高頻數據顯示，2021年春節
期間工業生產大概率好於疫情前的
2019年，節後復工進度也快於往
年；集裝箱運價、東亞國家出口表
現等也較為強勁，顯示外貿保持增

長，消費雖有改善但仍弱於正常年
份。另外，在美國新一輪財政刺激
或超預期、全球流動性寬鬆等推動
下，2月以來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加
速上漲。

專家：上半年不宜收緊幣策
隨着經濟恢復正常而通脹上行壓

力增大，近期市場普遍將貨幣政策
收緊的時點預期提前。
不過也有不同觀點，原人民銀行

參事、調統司司長盛松成近日在中
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召開的專題研
討會上表示，當前經濟面臨的主要
任務是恢復和穩定經濟增長以及防
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至少在今年上
半年之前，都不宜收緊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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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製造業供給、需求維持擴張態勢，但擴張速度同步放緩。外需繼續拖累總
需求。圖為工人在位於西安的陝西汽車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重卡總裝線上作業。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媚） 全國兩會即將
召開，市場關注內地在「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的
兩會將聚焦哪些話題。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
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發表報告表示，考慮到今年內
地經濟增長有望大幅反彈，料政府在今年將更加注
重防風險和控槓桿，可能下調財政預算赤字率，穩
健貨幣政策亦可能更加強調精準適度。
瑞銀料內地今年經濟增長達8.2%，汪濤預期，

政府今年或不會設定具體經濟增速目標，或者僅設
定一個目標下限以免誤導市場，她補充若政府今年
經濟增長目標定在8%至9%，部分地方政府和企業
可能會認為寬鬆政策會繼續保持或有所加碼，若政
府將目標只定在6%，市場或會認為政策會大幅收
緊。她亦預期，「十四五」規劃或會為未來5年的
平均經濟增長設定一個目標區間，如5%左右。

貨幣政策節奏料隨時微調
貨幣政策方面，汪濤料兩會可能重申「穩健的貨

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再結合近期央行
的表態，該行料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節奏可能會根據
經濟形勢和市場狀況隨時微調，以反映疫情相關的
不確定性、信用市場和市場利率的波動。雖然她預
計內地今年全年CPI 的平均增速不到2%、低於政
府可能設定的目標3%左右，但她認為影響貨幣政
策正常化的主因其實是政府在防風險和控槓桿方面
的考量。汪濤亦預期，內地信貸增速放緩，主要來
自減少流動性投放、收緊宏觀審慎措施、降低政府
債券發行規模，以及持續規範影子信貸。她預計人
行可能會在秋季小幅上調逆回購操作利率和MLF
利率5個基點，但如果經濟反彈超預期、且美息進
一步上行推動美元走強，那麼內地加息幅度也可能
更大，另外政府可能重申要嚴格落實對房地產相關
信貸的監管規定、推進對網絡借貸活動的監管合規
整頓，以及加強互聯網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和反
不正當競爭等。

續吸外資提高企業競爭力
對於內地近年推動雙循環策略，汪濤指考慮到中

國在科技領域所面臨的限制和脫鈎壓力，料構建新
發展格局的重點之一將是培育創新和增強產業鏈供
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意味政府將會繼續鼓勵企業加
大科技研發投入，並增強知識產權保護。該行亦預
計政府會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來吸引外資流入、緩
解供應鏈轉移壓力，並最終提高國內企業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昨日
公布，今年2月澳門博彩毛收入按年增長135.6%至73.12億
澳門元，是自2019年9月以來，首次錄得增長，結束連降16
個月下跌，但仍差過市場預期的增長145%，按月亦下跌
8.9%。今年首兩個月，澳門博彩收入錄得153.36億澳門
元，按年跌39.2%。

利好刺激 新濠國際升5.2%
受利好消息刺激，昨日濠賭股普遍上升，新濠國際

（0200）表現最好，升5.2%至16.92元（港元，下同）；兩
隻藍籌濠賭股銀河娛樂（0027）及金沙中國（1928）亦分別
上升 2.2%至 72.45 元及 0.96%至 36.65 元；永利澳門
（1128）升2.3%至14.98元，澳博（0880）升1.48%至10.96
元。

業績拖累 美高梅挫逾5%
剛公布全年轉蝕逾52億元的美高梅中國(2282)逆市失守10
天線(13.34元)，收報13.12元，跌5.2%。美高梅中國公布，
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響，去年業績盈轉蝕52.02億元，
去年同期賺19.31億元，每股虧損136.9仙，不派末期息。期
內，經營收益按年降77.6%至50.96億元。去年經調整EBIT-
DA虧損13.72億元。
去年2月，澳門為防止新冠疫情擴散，下令賭場臨時關閉

15天，導致當月博彩收入暴跌了88%。近期隨着內地疫情逐
步受控，澳門政府上月宣布，由2月22日起，所有內地入境
澳門人士不用接受隔離，業界預料博彩收入有望繼續增長。

銀娛引進「萊佛士」酒店
另外，銀娛宣布已與雅高集團引入萊佛士酒店品牌達成協

議，擁有450間套房的澳門銀河萊佛士位於「澳門銀河」綜
合度假城的東側，金碧輝煌的建築外觀盡顯大氣磅礡，每一
層均有玻璃材質的空中廊橋接連塔樓兩翼。而隨着澳門銀河
萊佛士籌備開業，銀娛也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近
日美股IPO有新玩法，SPAC(特殊目
的併購公司)作為另類上市方式在美
國急速冒起，不少港富豪相繼加
入。繼上周有消息指長和系創辦人
李嘉誠正籌備在美國上市一家
SPAC，集資約4億美元後，再有消
息指新世界發展(0017)執行副主席兼
行政總裁鄭志剛計劃在美國通過
SPAC 籌集資金，目前正就潛在
SPAC的首次公開募股事宜與顧問機
構進行磋商，IPO籌資規模可能在2
億美元至4億美元之間（約15.6億至
31.2億港元），惟商討仍處於初步階
段，發行規模及策略等細節仍然存
在變數。新世界發展對此不予置
評。
早前亦有報道指，長和系創辦人

李嘉誠及其次子電盈（0008）主席
李澤楷亦考慮在美國設立SPAC，計

劃募資數億美元。其後再傳出李嘉
誠家族旗下一間SPAC正與顧問合
作，有意透過在美國上市籌集約4億
美元，但具體條款仍未落實。
事實上，SPAC上市近年在美國急

速冒起，根據彭博數據，今年以來
已有8間亞洲企業發起的SPAC在美
國上市，合共集資24.2億美元（約
189億港元）。
SPAC又稱空白支票公司，其實是

一家沒有營運業務的空殼公司，存
在的唯一目的，是透過股份IPO募
集資金後，再專門去收購一些還未
上市但具發展前景的公司。此舉等
於讓「被收購」的私人公司借殼上
市，因此SPAC又被人俗稱為「借殼
上市的公司」。

朝雲集團招股暫領跑
其他新股方面，現正招股的4隻新

股之中，以朝雲集團（新上市編
號：6601）跑出，暫錄得166億元孖
展，超額認購53.2倍，朝雲集團將
於3月10日掛牌。市場消息指，國
際配售首日即獲得數倍超額認購。
久久王食品（新上市編號︰1927）
孖展暫錄6億元，超額認購39.8倍；
森松國際 （新上市編號：2155）孖
展暫錄 4.36 億元，超額認購 3.45
倍；廣聯工程（新上市編號︰
1413）暫錄孖展2.29億元，超額認
購15.9倍。

傳心瑋醫療科技申港IPO
另外，消息指尚未有盈利生物科

技企業上海心瑋醫療科技於今年1月
27日向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計劃
集資約 3 億美元（約 23.25 億港
元），最快於今年第二季上市，聯
席保薦人為高盛及中金。心瑋醫療

科技主要從事神經介入醫療器械研
發、生產及商業化。集團具有23款
商業化產品及在研產品的廣泛組
合，預期於今年內商業化9款目前於
後期階段的在研產品。

傳馬國Top Glove擬來港上市
此外，據彭博報道指，馬來西亞

橡膠手套製造商Top Glove計劃來港
作雙重第一上市，發行高達14.9億
股，集資最多19億美元，預期將成
為馬來西亞最大在港上市公司。
另據路透旗下IFR報道，阿里巴
巴有份投資的內地雲計算及數據服
務供應商七牛雲計劃今年將赴美上
市，籌3億至5億美元，據悉公司正
與顧問合作。內地招聘網BOSS直聘
亦傳計劃於今年下半年於美國上
市，集資約5億美元，並已委聘高盛
及瑞銀作上市負責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環球股
市上周五爆發小型股災，港股跟隨市場跌
逾千點。經過小幅回調，港股於三月份首
個交易日表現回穩。恒指昨高開477點
後，升幅曾擴大至 570 點，高見 29,550
點，但中午前升幅收窄一度低見29,195
點。午後恒指升幅再度擴大，最終收報
29,452點，升472點或1.63%，全日主板成
交2,092億元。
國指昨收報 11,453 點，升 206 點或
1.84%。恒生科指昨收報9,298點，升344
點或3.85%。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不少科技
股與恒生科指早前已累積一定跌幅，因此
昨日科技股回升是合理情況，她認為科技
股仍有上升空間。
不過，她認為現時似乎出現資金輪流追
捧新經濟股與傳統經濟股的情況。因此她
認為恒指短期內難以大升，阻力位在
29,700點。

科技股反彈 美團飆逾7.8%
昨日科技股，ATMX全線反彈，美團

（3690）昨以全日最高位366.8元收市，大
升 26.8 元或 7.88%，是表現最好的藍籌
股；騰訊（0700）昨以全日最高位697元
收 市 ， 大 升 34.5 元 或 5.21% ； 小 米
（1810） 昨收報 25.8 元 ，升 0.5 元 或
1.98%；阿里巴巴（9988）昨收報 234.6
元，升2.2元或0.95%。將納入恒生科指的
海爾智家（6690）與萬國數據（9698）昨
日表現良好，前者昨收報31.4元，大升1.9
元或6.44%，後者昨收報101.5元，升3.3
元或3.36%。
另外，即將染藍的阿里健康（0241）昨
收報28.45元，大升2.45元或9.42%，是表
現第二好的恒生科指成分股。至於另外兩
隻即將染藍的股份亦表現良好，海底撈
（6862）昨收報 68.85 元，大升 5.2 元或
8.17%；龍湖集團（0960）昨收報 47.7
元，升1.7元或3.7%。

科技股發力 港股反彈逾1.6%

傳新世界擬組SPAC美上市 籌最多3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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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賭收增1.3倍
濠賭股向好

●銀河娛樂集團宣布，已與雅高集團就萊佛士品牌達成合
作。澳門銀河萊佛士將於下半年首度登陸澳門。

●恒生指數昨日收漲472點，漲幅1.63%，報29,452點，主板全
天成交2,092億港元。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