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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歐盟

德國

美國

澳洲
歐盟
德國

澳洲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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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PM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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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AM
8: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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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五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四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四月份失業率
四月份零售銷售 #
四月份建築開支

四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

四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第一季批發銷售#

四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盈餘 (澳元)
四月份零售額#

第一季非農業生產力 #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五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四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五月份失業率
五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四月份工廠訂單

預測

-
-
-
-
-
-
-
-
-
-
-
-
-
-
-
-
-
-

上次

+ 1.6%
8.1%
4.6%
+ 11.0%
+ 0.2%
60.7

- 1.1%
+ 4.3%
+ 2.9%
55.74 億
+ 2.2%
+ 5.4%
40.6 萬
62.7

+ 12.0%
6.1%
+ 26.6 萬
+ 1.1%

註：#代表增長年率

金價短線料仍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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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許多目標客群為老年人的上市
企業，多以健康、醫藥為主，其不

斷壯大的原因在於老年人「怕老」「怕
死」的心理。其中，不乏一些道德敗壞的
企業，向老年人推銷各式各樣打「高科
技」「治百病」「長生」幌子的三無產
品。這一方面導致部分老人錯過最佳治療
時間，另一方面導致老年人多年的積蓄被
一掃而光。還有不法分子打資金增值的
旗號，不斷給老年人灌輸「多為子孫積累
資金」的思想，以誘導、詐騙等方式騙取
他們辛苦積攢下的錢。
發展「銀髮經濟」，需要社會多為老年
人和家人的身體以及財產安全想，不僅

要嚴厲打擊非法行醫、非法制售不合格藥
物等違法行為，同時還要引導老年人正確
瞭解健康、醫療、金融、理財方面的知
識，防止老年人被不法分子天花亂墜的語
言迷失方向。

多辦老人教育活動
這需要社會多開闢有助於老年人活動、

交流、學習、教育的場所，讓老年人們可
以真正「活到老、學到老」。隨人們生
活水平不斷提升，以及人們壽命的延長，
人口老齡化是必然存在的。筆者認為，讓
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加豐富，一方面有助於
刺激「銀髮經濟」，另一方面有助於社會

的穩定發展，同時可以提高社會就業率，
能夠防止老年人被不法分子坑蒙拐騙等。

強化養老服務基建
應對人口老齡化，內地近年來不斷鼓勵

國有企業和民營機構對養老方式進行探
索。當前已經形成「9073」格局：90%的
老年人養老方式為居家養老，即社區提供
日間照料中心，為老年人提供日常養老服
務，費用較低；7%指的是社區養老，即
社區提供專業養老上門服務，多為行動不
便的老年人服務，費用適中；3%是老年
人進入專業的養老機構，由養老機構提供
全日、專業的養老服務，費用較高。
「9073」格局雛形在多地已有體現，例如
廣東深圳已有多家社區長者服務中心成
立，許多老人會在服務中心體驗服務，社
區也為一些失能及半失能老人提供日常的
上門護理服務，家境較好的老年人則選擇
進入養老機構。整體而言，無論是城鎮還
是鄉村，養老基礎建設已經成為了一種常
態。內地正在通過多渠道和方式培養相關
專業人才，一方面建立養老、護理的專業
隊伍，另一方面建設專業的適老化配套設
施，同時在努力降低老年人養老成本，努

力以全面「老有所
養、病有所醫」為
目標，實現老年人
的安心養老夢。總
之，「銀髮經濟」
已成為各路上市企
業關注的新風口，
迎來巨大的發展空
間。
作者為著名經

濟學家宋清輝，著
有 《 床 頭 經 濟
學》。本欄逢周一
刊出

如何激發銀髮經濟潛力？
近日，中國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人口老

齡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今後較長一

段時期中國的基本國情，這既是挑戰也存在機

遇。比如，人口老齡化從挑戰方面看，將減少

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增加家庭養老負擔和基本

公共服務供給的壓力。同時也要看到人口老齡

化促進了「銀髮經濟」發展。

內地早前發布跨境理財通業務試
點實施細則徵求意見稿，披露

理財通下更多細節。徵求意見稿出
爐後，中銀香港曾表示理財通是粵
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重大突
破，將為大灣區內財富管理業務賦
予新的發展動能，該行已積極籌備
開展理財通業務，為香港及內地大
灣區居民提供全面跨境投資服務，
滿足其對跨境財富管理及資產配置
的需求。

料開戶安排會有彈性
雖然徵求意見稿部分細節仍待港
澳監管機構公布，包括不少市民最

關心是否一定要在當地親身開戶
等。陳文則認為，最新的徵求意見
稿雖然未有提及有關開戶細節，不
過他相信在合理預期下，考慮到現
時香港仍未完全通關，因此在有關
方面或作出一定的便利或彈性，不過
他強調一切以監管機構公布為準。
至於可銷售產品範圍方面，陳文

相信理財通開通的初期都以中至低
風險產品為主，主要涵蓋基金、債
券等。至於該行的準備上，他強調
無論在產品、網絡、人手、系統
等，中銀香港及中行已做好積極準
備，他又指理財通已蓄勢待發、萬
事俱備的階段，重申該行一定會做

足萬全準備，並把握市場中龐大機
遇。

該行「南向」客戶約50萬
對於近年不少外資銀行亦積極布

局大灣區，陳文指中行及中銀香港
跨境業務經驗豐富，其中來自跨境
業務、無論是公司或個人業務都已
佔去公司業務相當大比例，其中該
行以內地身份證開戶的非香港居民
的「南向」客戶有約50萬名。問到
該行對理財通通車後目標，他指相
信在理財通開通後，中銀香港在市
場排名可以處於領先位置。
問到理財通通車後預期多久才可

以帶動到業務有較大增長，陳文回
應指，理財通下可銷售的首批產品
仍等待監管機構公布，若假設以中
低風險產品為主，未來理財通將帶
動銀行有幾多收入增長，其實亦需
要視乎當時市況及客戶風險胃納
等。
陳文解釋，雖然大灣區對財富管

理的潛在需求龐大，但一項措施由
落地到實施亦需時逐步發展，他又
以滬深港通為例，「如果股市本身
淡靜，股市交投自然較少，因而影
響銀行佣金收入」，所以他強調未
來理財通將帶動銀行有幾多收入增
長，當中很受市場因素影響。

中銀：做足準備迎理財通
大灣區規劃逐

漸成型，加上跨

境理財通「通

車」在即，不少銀行就大灣區概念早作部署。中銀

香港（2388）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總經理陳文早

前接受訪問時形容，理財通已進入蓄勢待發階段，

無論在產品、網絡、人手、系統等方面，中銀香港

及中行已做好積極準備。今年首季該行來自財富管

理業務收入按年增五成，而理財客戶整體資產規模

亦有所上升，其中單計今年首季新資金同比增長六

成。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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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20年湖潤財富報告，內地
目前擁有600萬元人民幣、1,000萬
元人民幣及1億元人民幣資產的家庭
分別有500萬戶、205萬戶及13萬
戶，陳文表示，有關數據反映內地
有龐大的中產及高淨值的家庭市
場，未來該行將持續增聘人手及把
握大灣區中龐大機遇。
陳文指，大灣區經濟規模相當
大，其中「9+2」城市群有約7,000
萬人，而去年這些城市GDP總和達
1.7萬億美元，而在2014至2019年

單 計 國 內 9 個 城 市 生 產 總 值
（GDP）複合增長率平均約6.1%，
相對很多海外國家表現為之亮麗。
他又提到，在2019年單計內地9

個城市居民儲蓄總額約為5,670億美
元，又引述世界銀行研究，發現內
地居民儲蓄率達到45%，即每賺10
元就會儲4.5元，而香港儲蓄率只有
約25%，在如此高的儲蓄率加上低息
環境，他相信這些累積財富都需要尋
覓一些出路，因此在大灣區規劃下，
無論是對個人、企業或金融服務需求

都會帶來龐大且持續機遇。

特定網點服務跨境客戶
問到人手配置上如何應付大灣區

需求方面，陳文指該行將持續招
聘，其中客戶經理、服務人員都正
持續增加，而該行本身在香港亦有
特定網點專門服務跨境客戶，如上
水、粉嶺、中港城、圓方等由於這
些分行較多跨境客戶，因此這些分
行的前線人員隊伍會比常規分行為
多。

中銀香港在香港負責銷售的員工
有約千人，陳文希望未來在這千名
員工的基礎上可以再增加招聘、以
及透過內部培養去增加相關人手，
以應付理財通通車、或其他不同理
財需求等。
對於港府早前推出大灣區青年就

業計劃，他提到中銀香港已積極響
應有關計劃，並已發出第一批聘
書，而這批獲聘的員工，將先在香
港進行實地培訓，然後將安排前往
大灣區進行實習。

將持續招聘應付大灣區需求

●陳文指出，中行及中銀香港跨境業務經驗豐富。該行以內地身份證開戶的非香港居民
的「南向」客戶有約50萬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地提出「碳
達峰」、「碳中和」目標後，綠色金融成為中國
金融業炙手可熱的話題之一，以銀行為主的金融
機構亦在加速減弱對高污染、高能耗行業的支
持。不過，日前國際金融論壇（IFF）2021年春
季會議上，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等高層均表
示，要防範過急地從煤炭等高耗能領域中退出而
引發金融風險，內地綠色金融標準體系需進一步
健全的同時，也需要與綠色金融國際標準同步。

退出轉型應同步進行
路透社引述中國銀行行長劉金於會議上表示，

在可持續金融的議題上，很多專家都會說要盡快
退出煤炭等企業的融資，但他就建議即使退出也
要和轉型金融同步進行，因為若果退得太快，煤
炭企業和貸款銀行都將蒙受損失，所謂的可持續
金融亦無從談起。
國開行副行長周學東亦認為，要漸進式地支持

高耗能、高污染行業轉型和結構調整。該行現在
對煤炭、鋼鐵、有色、冶金、建材等領域嚴格控
制資金流入，以及嚴格控制產能擴張，凡是產能
擴張的項目該行一個也不再支持，不過他補充，
國開行是支持這些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研發及先進
工藝流程的改造。而且，周學東認為要防範相應
的金融風險，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些行業存
量的信貸資源是相當大，如果退出的過程中過急
過快也會引發銀行資產質量的惡化，這也是一個
金融風險，是需要考慮。
周學東又披露，截至2020年底，國開行信貸資

產約為1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綠色信貸
餘額約2.3萬億元，佔比約20%，今年該行綠色
信貸的重點之一是縣域的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
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底，內地綠色貸款餘額

近12萬億元，存量規模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
8,132億元，居世界第二。綠色金融資產質量整體良好，
綠色貸款不良率遠低於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而且綠
色債券尚無違約案例。

宜參考國際經驗做法
談及綠色金融國際標準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李
東榮在同一場合表示，未來需要著力形成綠色金融國際原
則指引，並建議考慮借鑒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以
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巴黎金融科技議程等經驗
做法，不斷總結提煉各國綠色金融領域的典型經驗和良好
實踐，在國際組織層面形成一套具有指導性和適用性的綠
色金融國際原則指引。李東榮指出，要促進綠色金融國際
標準趨同，依托可持續金融國際平台，國際標準化組織等
機制，以信息披露、數據統計、流程規範等為標準化重
點，通過標準等同採用、聯合發布互通互認等多種形式，
為綠色金融的國際合作奠定堅實的標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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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論壇2021年春季會議在北京舉行。 中新社

美元上周後段自低位回升，投資者正關
注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是否接近
於開始討論縮減資產購買。在嚴重做空美
元的市場裏，僅僅暗示縮表就足以抑制進
一步的拋售。美聯儲官員淡化了對通脹立
即引發政策反應的直接擔憂，但頗有影響
力的副主席克拉里達在語氣上有了微妙的
轉變，承認談論政策變化的時機可能正在
臨近，這給予美元支撐。此外，紐約時報
報道美國總統拜登上周五宣布6萬億美元
的2022年預算案後，美債收益率上升，
亦給予美元提振。本周歐洲、日本和美國
將公布PMI數據，而周一油組（OECD）
將發布經濟展望，周二澳洲央行公布利率

決議，周五壓軸登場的有美國非農就業數
據。

支持位看1880美元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在衝破每盎司

1,900美元關口之後，一度升上1,912.50
美元，但其後由於美元反彈，使得金價亦
相應回跌，但至周五金價又1轉跌為升，
重登1,900美元上方，此前數據顯示，美
國4月消費者物價急升，提振了黃金作為
通脹對沖工具的吸引力。美國4月消費者
物價同比急升，一項衡量核心通脹的指標
升穿美聯儲2%的目標。技術走勢而言，
圖表尚見RSI及隨機指數對應價位已分別
出現了兩級背馳及三級背馳，示意金價
的回調傾向。當前關鍵支持位先看上升趨
向線1,880水平，若後市跌破此區，或見調

整壓力加劇；較大支
撐看至1,850以至200
天平均線1,841美元。
至於上方阻力料為
1,900及1,913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近

日整體走勢處於窄幅
橫行，但隨圖表見
RSI及隨機指數已處
下行，而這一段升勢
形成一上升趨線位於
27.47美元，上周五已
見下試此區，故本
周若可明確跌破，將
見銀價陷入回調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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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 及 28.30，下一
級參考本月高位28.74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