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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5月 24 - 28 日)

日期
24
25

26
27

28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英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4:30 PM
10:00 PM
10:00 PM
7:50 AM
8:30 PM
8:30 PM
8:30 PM
6:00 PM
6:0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8:30 PM
9:45 PM
10:00 PM

報告

五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四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五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四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四月份耐用品訂單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五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五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五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四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四月份個人收入
四月份個人開支

五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五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98.0 萬
118.0
-

+ 0.8%
42.5 萬
+ 6.4%

-
-
-
-

- 15.0%
+ 0.4%
67.0
82.8

上次

176.97 億
102.1 萬
121.7
+ 0.7%
+ 0.5%
44.4 萬
+ 6.4%
110.3
- 8.1
10.7

+ 6.9%
+ 21.1%
+ 4.2%
72.1
82.8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5月 17 - 21 日)

日期
17

18

19

20

21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歐盟
美國
歐盟
英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8:30 PM
6:00 PM
4:30 PM
4:30 PM
9:30 AM
3:00 PM
8:30 PM
10:00 PM
4:30 PM
10:00 PM

報告

三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 (歐元)
四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四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四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四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四月份失業率

四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四月份領先指標
四月份零售量 #

四月份二手房屋消售 (單位)

結果

158 億
156.9 萬
+ 1.6%
+ 1.6%
+ 3.9%
5.5%
+ 5.2%
44.4 萬
+ 1.6%
+ 42.4%
585 萬

上次

177 億
173.3 萬
+ 1.3%
+ 1.0%
+ 2.3%
5.7%
+ 3.7%
47.8 萬
+ 1.3%
+ 7.2%
601 萬

R

R
R
R

金價千九遇阻 升勢或放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近年來，內地經濟數據呈現出持續
向好的態勢。例如2021年一季度

全國GDP同比增長18.3%的增速，是
在面對疫情考驗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之下取得的優異成績，可見在高質量發
展的背景下，一些「新動能」的發力推
動了中國綜合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內地
經濟可謂韌性十足。

A股無懼「黑天鵝」顯韌性
在此背景下，A股市場亦表現出十足
韌性，曾多次出現歐美主要股市遭遇
「黑天鵝」的情況下，A股市場則逆勢

上漲。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十四億人民

的勤勞與創造，協力發揮永不消散的韌
性、傳承數千載的創業精神和重視教育
的傳統，因此能在一次又一次世界經濟
發展前景一片迷霧的環境裏，創造出一
個接着一個的奇跡，令西方世界所驚
歎。
勤勞，是中國人的韌性之一。中國內

地全面脫貧，是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
脫貧靠的不是愛心人士的捐贈、不是國
家給予的補助，而是貧困群眾在國家提
供知識、物料、渠道等的背景下，通過
勞動創造足以使自己擺脫貧困的價值。
教育，也是中國人的韌性之一。《論
語》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正
是因為中國人的虛心求學、取人之長，
中國的科學技術實力才能快速提升。齊
心協力，更是中國人的韌性之一。中國
被稱之為「基建狂魔」，離不開齊心協
力、堅忍不拔的國之棟樑，2020年年初
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武漢火神
山、雷神山醫院的建設，都是在短短十

餘天甚至是幾天內完成的。吃苦耐勞，
是中國人強大的韌性之一。為實現目
標、為達到需求，許許多多的勞動者經
常加班加點連續奮戰，從神舟一號發射
到天問一號帶着「祝融」訪問火星，從
畝產數百斤到畝產千公斤，中國人民咬
着牙、使着勁，突破了一個又一個艱難
險阻，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惑難題。

經濟穩增長靠人民能動性
「勤勞、教育、團結、吃苦」，這八

個字看似簡單，實則內涵及其豐富，亦
是內地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石。但是，
只有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的領
導下，才能真正發揮出中國經濟強大的
韌性與潛能。
事實上，不管在世界上哪個國家，人

民都是國家的主體，是最重要的組成部
分，只有真正尊重人民、服務人民，人
民才能發揮出極強的韌性，令所在的國
家持續繁榮昌盛，令當地經濟繼續穩健
增長。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

《床頭經濟學》

截至5月初，內地各省會城市第一季度GDP數據均已公布，均呈

現出高增長率的特徵。一方面是由於去年同期數據受疫情影響較大

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亦與內地經濟強大韌性密不可分。

內地經濟強韌「八字真經」是基石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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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消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SEC)於上周六已批准交易所營運商納斯達克的提
案，允許企業透過直接上市籌集資金。而新政策下，
對依靠IPO生意的投行，或會有較大影響。
SEC在文件中指出，納斯達克提議的規則變更符合

SEC規範，有利於為投資者提供一個替代傳統首次公
開發行(IPO)的選擇。這對納斯達克而言是一項重大
突破，該公司一直爭取企業籌資的替代方案。許多私
有企業希望上市，但擔心投資銀行在IPO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對這些企業而言，納斯達克的新規定將擴
大上市方式的選擇。新的IPO替代方案有可能吸引目
前打算透過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併購來上市的
企業，由於投資者的興趣降溫以及對SPAC的監管越
來越嚴格，SPAC交易近期有所放慢。

香港文匯報訊 萬達集團昨發布公告，稱截止至今
年5月，集團全部退出了美國影院運營商AMC娛樂
控股公司董事會，僅保留AMC公司少數股權，累計
收回14.76億美元。截至目前，萬達集團海外所有投
資退出時均有收益。
公告稱，2012年5月，萬達集團以7億美元收購美

國AMC公司100%的股權，收購後推動AMC公司成
功上市和併購，使AMC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連
鎖院線。根據萬達集團「聚焦國內」的發展戰略，萬
達集團從2018年開始逐步退出AMC公司控股權。另
外，公告又指，萬達電影與AMC公司將簽署長期戰
略合作協議。萬達集團旗下有萬達酒店發展（0169）
和中國最大電影院——萬達電影（002739.SZ）。

傳美證交會允企業直接上市

萬達退出美AMC董事會

樓市續高燒 新盤兩日賣85伙

美元上周整體處於低位反覆爭持，美聯
儲上周三晚公布4月會議記錄顯示，多位
委員似乎準備開始考慮調整貨幣政策，這
引發對縮減購債規模和提前升息的擔憂，
激發美元一度反彈，但之後市市場再復平
靜，美元又再陷弱勢。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最新的政策會議記錄顯示，其有關
縮減購債的討論比投資人原本預料的要
多。會議記錄顯示，多位與會委員認為，
如果經濟繼續朝著委員會的目標快速取得
進展，在未來政策會議上的某個時候開始
討論縮減購債規模是合適的。會議記錄稍
為出乎市場意料，一些投資者解除了部分
美元空頭頭寸。本周美國和德國將公布第
一季GDP數據、而美聯儲青睞的通脹指
標--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亦會登
場。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自三月底持續走

高，至上周曾高見1,889美元，在不足兩個

月累計已錄得逾210美元升幅。當前金價
在1,900美元關口前或會稍遇阻力，至上周
五更回撤至1,880水平附近，而RSI及隨機
指數已自超買區域回落，需慎防金價升勢
或稍作緩止。支持位先會回看1,862，下一
級見於1,850水平，在上周金價亦在此區上
方止跌回升，但若後市跌破此區，或見調
整壓力加劇；較大支撐看至200天平均線
1,843以至1,820；另外，以最近一輪升幅
計算，38.2%的回調幅度會看至1,809美
元。至於上方阻力除了1,900關口，較大阻
力看至1,920以至1,932美元。

白銀後市或回調
倫敦白銀方面，同樣在圖表可見RSI及

隨機指數正自超買區域回落，而這一段升
勢形成一上升趨線位於27.10美元，故需留
意若後市跌破此區，將見銀價傾向陷入回
調階段。以黃金比率計算，38.2%的回調幅
度為26.88，擴展至50%及61.8%的幅度則
為 26.30 及 25.70 美元。阻力位預估在
28.30，下一級看至 28.75 以至 29 美元
關口。

香港文匯報訊 比特幣繼續大波動，據Crypto-
Compare 報價，截至昨晚約 8 時半，比特幣報
35,266.46美元，跌7.8%。其他虛擬貨幣亦近全線
跌。比特幣支持者特斯拉創始人兼CEO馬斯克(Elon
Musk)又出來力撐，他在剛過去的周六發推文表示，
在法定貨幣與虛擬貨幣之間的戰役中，他支持的是加
密貨幣。

港島新盤晉環銷售火爆，路勁地
產銷售及市場推廣總監封海倫

昨稱，市場反應非常理想，開售半
個月內售出555伙，套現超過120億
元。大手買家活躍，周六有買家斥
資近9,700萬元，連購2個3房單位
及2個2房單位，該新盤亦不乏各路
名人、富豪捧場，如甄子丹夫妻、
百老滙電器家族、大生銀行馬氏家
族等。

逸南超購逾1.5倍
同區鴨脷洲「逸南 The Upper
South」周六日開放示範單位參觀，

至周日晚參觀人次累計近2,000人，
市傳收票近130張，以首張價單50
伙計，超購逾1.5倍。
九龍方面，恒基物業代理有限公

司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表示，
「THE HENLEY I」第二輪銷售共
錄得超額認購逾33倍，反應踴躍。
新界區新盤亦不相讓，御海灣II

周六單日即售出14伙，當中成交呎
價最高22,922元，創項目分層標準
單位新高。
據悉，項目至今累售192伙，平均
成交呎價達19,609元，累計套現逾
14億元。周六日成交單位之中，更

有單位成交呎價高達22,922元，創
項目分層標準單位新高。
二手方面，天水圍嘉湖山莊美湖

居6座高層B室以738萬元易手，實
用平均呎價11,846元，創同類單位
新高價。該單位實用面積623平方
呎，3房連套房間隔，原業主於2015
年以483萬元購入單位，持貨6年，
賬面獲利255萬元離場，單位升值約
53%。

十大屋苑成交續逾20宗
利嘉閣總裁廖偉強分析，剛過去

的周六日市場購買力流入二手，惟

市場上盤少價高，部分準買家需要
時間適應，令十大屋苑周六日整體
成交量按周稍回落。該行周六日錄
24宗，按周減少4宗成交，但仍連續
兩周保持在逾20宗以上。
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料，近期發展商普遍開價貼
市，部分睇樓客轉至一手入票抽
籤，分散二手客源，至下月部分向
隅客才會回流二手，屆時將再次帶
旺交投。中原周六日錄得21宗成
交，較前一周六日跌四分一。港
置、美聯則各錄16宗、21宗十大成
交，同比分別增7%及跌19%。

剛過去的周六及周日（22及

23日），市場未見全新盤，但

樓市成交與本港氣溫有得比——

熱浪滾滾。上周六黃竹坑站上蓋

晉環進行第4輪銷售，單日售出

24伙，套現逾5.9億元；新地屯

門御海灣 II周末累售18伙，有

成交呎價創下新高。綜合市場數

據，周六日市場售出約85伙新

盤。周六日二手交投亦持續高

位，四大代理十大屋苑分別錄得

16 至 24 宗個案，甚至有多宗

「破頂」成交。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THE HENLEY I」
第二輪銷售共錄得超額
認購逾 33倍，反應踴
躍。

馬斯克再唱好 比特幣仍跌

▲逸南昨日開始收票，
參觀人次累計近 2,000
人，市傳累計收票近130
張，超額逾1.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