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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6月21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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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零售額%
五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五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五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五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五月份耐用品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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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個人收入
五月份個人開支
六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 25.0%
240.60 億
585 萬
97.5 萬
+ 1.0%
+ 1.0%
41.2 萬
+ 6.4%
- 13.1%
+ 0.5%
86.4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6月14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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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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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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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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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AM
6:00 PM
8:30 PM
10:00 PM
3:00 PM
4:30 PM

報告
四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五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歐元)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失業率
五月份零售額
五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五月份工業生產
五月份設備使用率
四月份商業存貨
五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五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五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五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五月份失業率
五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五月份領先指標
五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五月份零售量#

結果
+ 39.3%
109 億
+ 2.5%
4.7%
- 1.3%
+ 0.8%
+ 0.8%
75.2
- 0.2%
1871.5 億
+ 2.1%
+ 4.6%
157.2 萬
+ 1.1%
5.1%
+ 2.0%
41.2 萬
+ 1.3%
+ 7.2%
+ 21.7%

上次
+ 10.9%
158 億
+ 2.0%
4.8%
+ 0.9%
+ 0.6%
+ 0.1%
74.6
+ 0.2%
-

+ 1.6%
+ 4.0%
151.7 萬
+ 0.8%
5.5%
+ 1.6%
37.5 萬
+ 1.3%
+ 5.2%
+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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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經歷站
起來、富起

來到強起來的過
程，能夠實現經
濟的快速發展以
及高質量發展，
從歷史發展的經
驗中進行總結，
中國共產黨作為

一國的執政黨，在不斷為全國人民謀幸
福。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同，美國
雖然是多黨執政，大力主張多黨執政是民
主的體現，但無論哪個黨派所代表的都是
高高在上的資本家的利益，為自身謀取財
富和權力；中國共產黨代表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
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領導着人民群
眾經歷過風風雨雨，戰勝各種艱難險阻。

福建省各地齊獻禮
當前，全國各地都在籌備慶祝中國共

產黨建黨100周年的相關活動，有總結
報告、有文藝匯演、有祝福獻禮、有中
央網信辦慶祝建黨百年福建行等活動。
我認為，無論什麼類型的活動，都是對
曾經成績的總結，以及未來將持續的工
作。對老百姓們而言，意義重大的是黨
史學習教育以及「我為群眾辦實事」實
踐活動。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
為人民服務，當前精彩紛呈、幫助群眾
解決各種實際難題的「我為群眾辦實
事」實踐活動，就是共產黨將為人民服
務落地的重要表現。
根據相關媒體報道顯示，福建省各地

各部門都按照上級部署要求，圍繞《關
於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的

實施方案》重點任務，堅持以深學促實
幹，結合實際積極為群眾辦實事解難
題，例如有機構以「近鄰黨建」為抓
手，有效解決了一批停車難、上樓難等
社區小區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有的
機構聚焦就業困難「痛點」，着力幫扶
困難人員、推動惠企惠民政策落地、降
低企業穩崗留工成本以助力企業發展；
有地方推動更多工作力量和服務資源下
沉到社區小區，常態化開展為群眾辦實
事活動；有地方在縣主要城區中小學嚴
格落實「護學崗」責任制，在每天高峰
時段，提前站崗、延時護崗，為師生安
全出行保駕護航。
看起來雖是小事，匯集起來則是解決

群眾們「急難愁盼」的具體問題，是完
善解決民生問題的落實，也是為後續發
展保持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在高質量發
展的道路上，全國各省市都積極發揮自
身優勢尋求更多的發展機遇，福建省經
濟的高質量發展，源自其對自身優勢產
業的信任與執着。
在綠色經濟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福

建工作期間提出福建要發展特色農業，
指出特色農業是福建農業的優勢所在，
也是福建農業的亮點所在。
當前，茶葉、水產、花卉苗木、林

竹、水果、畜禽、蔬菜七大優勢產業成
為福建特色農業的亮眼名牌；在數字經
濟方面，福建深化數字技術在產業推廣
中的應用，推進數據賦能研發、生產、
流通、服務、消費全價值鏈……

概念股迎來新機遇
未來，福建經濟要想持續高質量發

展，仍需要在四個方面着力。一是需要

繼續全面加強黨的領導，要將黨的政策
清晰落地、嚴格執行；二是繼續完善基
礎設施建設，全面打通公路、鐵路、航
空、管道、船舶等物流要到，加速產業
鏈、生產消費等方面的需求；三是牢牢
把握原有的自身產業優勢，努力產生可
借鑒的模式及經營，推動後續新型產業
穩健發展；四是利用地理位置優勢，可
適當建立台商合作園區，把握好先天的
地理優勢，推動、鼓勵台胞回到大陸工
作、學習、交流。
在兩岸關係方面，福建一是要發揮好

「兩岸一家親」的橋樑作用，同台灣同
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創造更多的，
在兩岸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過程中挖
掘到更多的重要發展契機，為和平統一
打下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深化合作，
引入各行業和重點行業專業人才、強化
自身人才培養、引入行業先進技術和理
念、強化產學研，不斷提升綜合實力，
進一步增強高質量發展的能力。
我認為，中國社會經濟要想實現穩健

的發展，關鍵行業、重點上市企業以及
國有企業等，依然需要全面加強黨的領
導，聽從黨的安排，一切服從組織安
排，各主體都要肩負發展的重大責任和
義務，清晰自己的使命所在，在工作中
切實履行企業責任，踐行宗旨意識，從
企業實際出發，融合全產業鏈，不斷增
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總而言之，獻禮建黨百年，是今年最

為亮麗的一道風景線。內地資本市場亦將
會迎來更多的驚喜，包括「智慧黨建」在
內的相關概念股或會迎來新機遇。
註：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床

頭經濟學》。

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總書記作

出了「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性論斷。

近三年多的時間裏，「高質量發展」一詞被各界廣泛應用，雖然GDP的增速

總體同比減緩，但量變帶來的質變，令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高質量發

展取得了實質性成效。

美元大舉反撲 壓制金銀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聯儲上周意外作出鷹派表態，暗示考慮
提前加息；美聯儲官員們提出預測將加速加
息的時間表，開始討論如何結束危機時期的
購債，並表示持續了15個月的公共衞生緊急
事件不再是對美國商業的核心限制因素。11
位美聯儲官員中大多數預計2023
年至少有兩次25個基點的加息，即
使官員們在聲明中承諾暫時維持支
持性政策，以促進就業持續復
甦。
美聯儲會後聲明公布後，美元兌

各主要貨幣普遍大幅走高，美元指
數更升至92水平上方的兩個月高
位。本周，市場將迎來英國央行的
利率決定；而美國將發布一系列經
濟數據，包括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
數和消費者信心指數。

守1761美元始有喘穩機會
倫敦黃金走勢，截至上周五，

金價已連續挫跌六個交易日，觸
及 1,760 美元下方的一個半月低
位。以2020年3月低位1,451起始
的累計升幅計算，50%的調整幅度
在1,761美元，正正接近於上周低
位，若可守穩此區，才見金價有
喘穩機會。而向上則先會留意
1,775及100天平均線1,795美元，
上周五金價的一段反撲正是受限
於此區，之後又再探低，故金價
能上破此區將更為鞏固其有回升
傾向。預計較大阻力看至1,800美
元關口，下一級看至 1,825 以至
250天平均線1,853美元。至於支
持位料為 4 月底低位 1,755 以至
1,722美元，較大支撐指向1,700美
元關口。

白銀超賣 或守25.64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近月處於窄

幅橫行，在上周四跌破原先的重要
支持27美元關口，觸發下挫走勢；

預計下延跌幅看至200天平均線25.64美元，
暫見銀價上周四、五險守於此區之上，由於
RSI隨機指數均已告處超賣區域，似乎本周
仍有機會守住此區。至於較大支持看至24.66
美元，進一步支持參考3月低位23.75美元。
而上望阻力看至 100 天平均線 26.60 及
27.25，較大阻力料為5月中旬高位28.74美
元。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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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駿商管今招股 引入4基石投資者
由中駿集團 （1966） 分拆的物管企業中駿商管（0606），

今日起至周四公開招股，發行5億股，其中10%在港公開發售，

招股價介乎每股3.7至4.6元，集資最多23億元，以一手1,000股

計算，入場費約為4,646.35元。股份預期將於7月2日在港交所主

板掛牌。瑞銀與美林為聯席保薦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中駿商管是次上巿將引入4名基石
投資者，包括安踏體育（2020）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丁世家之家族信託
的控股公司和盛海外、恒安國際
（1044）執行董事許清流全資擁有的
King Terrace Limited、九牧王投資部
主管林婉瑩，及在大中華市場採取基
本、由下而上的價值投資策略為全球的
機構投資者管理資本的TX Capital。

集資逾半用於戰略收購
此4名基石投資者，將合共認購5.43
億元的中駿商管之股份，以招股區間
中位數每股 4.15 元計，相當於佔是次
上巿計劃發行股份的26.2%（假設超額

配股權未獲行使）。各基石投資者將
有由上巿日期起 6個月的禁售期。
中駿商管今次IPO所得，約50%將

用於戰略收購及投資其他物業管理公
司及服務提供商，以擴大集團的業務
及多元發展集團的服務種類；約25%
將用於投資科技，以改善服務質量、
客戶體驗和參與度，並提高集團的運
營效率；約10%將用於擴展價值鏈上
業務，並多元發展集團的增值服務種
類；約5%將用於吸引、培養和挽留人
才以支持集團的發展；約10%將用於
一般業務用途及營運資金。
據介紹，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公司在內地55個城市擁有龐大的已簽

約物業管理組合。截至2020年12月31
日，集團擁有104個在管商業及住宅項
目，在管總建築面積約為1,620萬平方米
及簽約總建築面積約為3,660萬平方米。

「百城計劃」料2025開業
另據仲量聯行資料，截至2020年

12月 31日，中駿商管的在管總建築
面積在中國內地提供商業物業管理及
運營服務的物業管理公司中排名第15
位。

中駿商管董事長黃倫昨表示，中
駿集團打造的「百城計劃」，預計
到2025年開業及在建的世界城數量
將超過100座，這將賦能中駿商管實
現更穩健，更長遠的增長；也為中
駿商管18年的征程，實現着更大的
夢想。中駿世界城正以長三角經濟
圈、環渤海經濟圈、粵港澳大灣區、
中西部核心城巿以及海西經濟區為重
點發展目標，逐步拓展全國化連鎖發
展版圖。

●中駿商管智慧服務是次上市將引入四名基石投資者。圖左起：執行董事兼首席
執行官牛偉、董事長黃倫、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孫強。

把握建黨百年歷史契機

申請新酒牌公告
老細廚房

現特通告：李錦祥其地址為香港
北角木星街18號縉景臺地下F及
G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北角木星街18號縉景臺地下F及
G鋪老細廚房的新酒牌。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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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格力電器（000651.SZ）
昨日公告，公布第一期員工持股計劃，股
票來源為該公司回購專用賬戶中已回購的
股份，股票規模佔該公司當前總股本的
1.8%；價格為每股27.68元（人民幣，下
同），該計劃的資金規模不超過30億元人
民幣。

半價買回購 總規模不超30億元
格力電器在公告中表示，購買公司回購股

份的價格等於公司依據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十
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回購部分社會公眾
股份方案的議案》所回購股份均價的50%。
擬參與該員工持股計劃的員工總人數不超過
12,000人。
該員工持股計劃的存續期為三年，鎖定期

為12個月。該員工持股計劃根據歸屬考核
期內考核結果，分兩期將對應的權益歸屬至
員工持股計劃各持有人，每期可歸屬的比例
最高為50%。
繼上半年大手筆回購股份後，格力電器5

月底再拋出新的回購方案，稱擬以集中競價
方式回購公司股份，金額下限75億元 ，至
多不超過150億元，回購價格不超過70元/
股，該價格上限較現價溢價逾兩成。
格力電器上周五收跌1.87%，報53.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