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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五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五月份失業率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六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五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第二季短觀擴散指數

五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五月份建築開支

六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五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五月份零售銷售#

六月份失業率

六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五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五月份工廠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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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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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9.5 萬

+ 0.3%

61.0

-

-

5.7%

+ 68.0 萬

714 億

+ 1.7%

上次

114.5

+ 2.5%

117.2

+ 10.3%

4.6%

- 2.8%

75.2

80.58 億

+ 5

+ 0.2%

41.1 萬

+ 0.2%

61.2

+ 7.6%

+ 4.4%

5.8%

+ 55.9 萬

689 億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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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股市風格切換影響，機器
人指數今年2月中以後，累計修正
一度達15%。投資者擔心增長股
優勢不在，然而，業界指出，過
去在短線大跌逾15%後進場，都
能帶來不錯的回報，尤其現在全
球製造活動回暖，機器人設備訂
單爆炸性增長，投資者更應該把
握布局良機。
業界統計，自2003年ROBO全

球機器人指數累計下跌15%後，
呈現逐步上漲走勢。後3個月平均
漲幅7.1%，正報酬機率80%；後6
個月、後12個月，平均漲幅各有
13.6%、20.8%，正報酬機率都達
到100%，顯示增長股回落就是進
場時機。

製造業活動迅速復常
第一金全球AI機器人及自動化
產業基金經理人陳世杰表示，疫
苗加速接種，讓製造業活動迅速
回復常態，機器人等自動化設備
需求增加。市場指標的日本工具
機訂單金額，5月來到1,233億日
圓，年增率1.4倍，連續4個月突
破千億日圓大關。
陳世杰指出，機器人產業去年
遭到疫情打擊，訂單跌落谷底，5
月至8月的訂單金額每月平均只有
500億至700億日圓左右，遠低於
近10年月平均的1,124億日圓，在
低基期效應下，今年的增長動能
相當大，預期下半年維持高增長
趨勢。
其次，美、中衝突從貿易戰轉
向科技戰，兩大強國未來5年至10
年將積極發展人工智慧、半導
體、自動化技術，有利機器人產
業的發展；同時，全球工業機器
人滲透率仍舊偏低，每萬名員工
只搭配113台，都會進一步加深機
器人設備的中長期需求。
不過，2月中以來，由於通脹疑

慮升溫，造成股市風格從增長股
切換到價值股，機器人指數回落
修正近15%，與基本面走勢背道
而馳。考量過去歷史經驗，及基
本面利多題材，建議投資人應該
把握本波回落的進場布局機會。

內地A股或迎黃金10年

提高農業產量，提高工作效率，
最需要的是人才，教育是人才

培養的重要搖籃。
我國高度重視基礎教育，九年義

務教育的普及、高等學府的建立，
使得更多老百姓尤其是新生人群獲
得的接受、學習、掌握更多知識的
機會，也為我國未來由量產引起質

變的科技發展奠定基礎。
人才的力量，通過各行各業的發

展得到體現。三大產業的布局，就
業崗位的設立，新興的茁壯成長，
優質企業的不斷湧現，科研成果的
商業轉換，產業的發展在有條不紊
推進，中國製造和中國智造不斷影
響着全球，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系

統、核心、技術的科研成果，雖然
現在還無法與國際強者抗衡，但有信
心和實力在未來得到全世界的認可。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十年，我國

綜合實力將進一步增強，各項科學
技術水平也將得到明顯提升，許多
過去以及當前被海外勢力「卡脖
子」的技術難題將被攻克，獲得諾
貝爾獎項的中國人也會逐漸增多。

各行各業向好積極發展
各行各業都在向好積極發展，可

也有極少數產業止步不前。我在這
裏提出一點「私心」，希望中國足
球盡快擺脫原地踏步甚至一度後退
的格局，希望A股能夠盡快擺脫震
盪不前的行情，像中國經濟發展一

樣靠「幹」不靠「吹」，取得氣貫
長虹、勢不可擋的好成績，讓球
迷、股民都能真切感受到足球和投
資帶來的幸福感。
實際上，我仍然堅定看好內地A

股的未來，相信在中國經濟企穩回
升和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內地A股
和中國足球或將會迎來黃金10年。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開局之年，
必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
標注。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中國
夢也越來越近，我非常期待。
註：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

《床頭經濟學》。本欄逢周一刊
出。

中國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猶如滄海桑田

般的轉變，我認為根本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即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想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就必

須全面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

極分化，最終通過大家共同的努力實現共同富裕，相

信A股將迎來黃金10年。

金價延續區間整頓走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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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官員本月中旬將升息預測時間提前，
引發市場對於提前收緊政策的預期心理，從而
帶動美元一波猛烈漲勢，但至上周無以為繼。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上周赴衆議院小組委員會發
表的證詞安撫市場對於通脹的緊張情緒，使美
元回吐部分漲幅。美元指數周三跌見至91.50水
準，上周五曾觸高於92.41。鮑威爾在證詞中重
申，不會僅僅因為擔心即將到來的通脹而過快
加息；他指出，近期物價上漲壓力是來自於直
接受到經濟重啓影響的領域，並非反映經濟廣
泛吃緊，後者才有需要升息應對。未來制定貨
幣政策將持續關注廣泛的就業市場數據。

美聯儲官員對幣策意見不一
不過本周多位美聯儲官員談話突現內部對於

收緊政策與否意見不一，其中紐約聯儲總裁威
廉姆斯認為經濟距離實現充分就業仍然遙遠，
現在還不是升息的時候。費城聯儲總裁哈克稱
儘管GDP幾乎完全收復了去年的失地，但就業
人數仍遠低於疫情前水平。然而另一方面，達
拉斯聯儲總裁柯普朗和聖路易斯聯儲總裁布拉
德均警告稱，通脹可能會比許多同僚預期的更

長時間保持在目標水平之上，兩人都認為，美
聯儲將需要明年就開始把利率從目前的紀錄低
位上調。舊金山聯儲總裁戴利則表示，美聯儲
或許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準備好開始減少對美國
經濟的非常規支持。
經歷上周挫跌後，倫敦黃金上周處於區間窄

幅橫盤，向上在近期受制1,795美元，向下較近
見支撐於1,770美元，基於金價仍受制於平均
線，金價短線或可望仍處區間整理。以2020年
3月低位1,451美元起始的累計升幅計算，50%
的調整幅度在1,761美元。
較大支撐參考4月底低位1,755以至1,722美
元。而向上則先會留意100天平均線1,792美
元，之前金價的一段反撲正是受限於此區，之
後又再復探低，故金價後市能上破此區將可望
重踏升軌。預計較大阻力看至1,800美元關口，
下一級看至1,825美元以至250天平均線1,853美
元。
倫敦白銀方面，預計當前下延跌幅看至250天
平均線25.64美元，但暫見銀價上周仍可險守於
此區之上，由於RSI隨機指數均已自超賣區域
回升，似乎短期仍有機會守住此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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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較大阻力料為27.25以至28美元關口。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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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代表增長年率

特 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陳文傑

持續領跑租賃行業 服務構建發展新格局
國銀租賃（1606.HK）

國銀租賃於近日召開投資者線上交流會，管理層與來自境內外的投資機構就企
業治理、發展戰略、競爭優勢、疫情防控及行業熱點話題進行親切交流，同

時回顧了公司上一財年所取得的成績及經營亮點。2021年，作為「十四五」規劃
的開局之年，中央加碼部署綠色金融，實施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專項政策，設
立碳減排支持工具，這無疑是向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此之
前，國銀租賃便高度重視綠色金融，致力將綠色金融與普惠金融相融合，早早進
行相應布局。

踐行綠色金融推動良性發展
作為國家開發銀行旗下的金融租賃子公司，國銀租賃以綠色租賃工具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及一行三會關於支援中小微客戶發展的決策部署，同時遵循總行關於
支持環保和「真租賃」要求，2020年在節能環保設備、新能源汽車、環衞車等領
域全年投放人民幣110億元，同比增長3.7倍。風力與光伏發電領域投放人民幣
78億元，開發新能源電站項目超過60個，年末新能源電站裝機容量達36吉瓦。
全年投放光伏電站、風電站24座，支持電站建設1.8吉瓦，積極踐行綠色金融發
展要求。此外，國銀租賃還配合多家廠商開展公交企業、客運企業的融資租賃
業務，支援新能源汽車廠商業務推進的同時，也幫助灣區內中小企業客戶實現
良性發展。
與此同時，國銀租賃積極回應國家「節能減排」戰略，充分履行社會責任，踐
行開發性金融使命，創新租賃業務模式，以廠商租賃業務模式和單體客戶授信模
式為抓手，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綠色租賃進程，將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有效結
合，全面開展業務特色鮮明、競爭優勢明顯、規模增長穩健、管理日趨完善的新
能源汽車租賃業務。2020年，國銀租賃各項工作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讚譽，獲得
了「廣東綠色金融創新優秀案例」榮譽及「深圳金融學會2020年度優秀綠色金融
案例獎」。

主動服務新發展格局積極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下，租賃公
司與實體經濟的聯繫更加緊密。通過發揮「融資+融物」的租賃優勢，同時結合在
航空、船舶、普惠金融、公共設施（含新能源電站）等專業板塊的先發優勢，國
銀租賃無疑是將租賃產業與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項經濟環節相結合，幫

助完善內需體系的有力推動者。
國銀租賃秉承國開行「增強國力、改善民
生」的宗旨使命，主動服務構建新發展格
局，積極支援實體經濟，着力打造「以客戶
為中心」的業務發展模式，圍繞長江經濟帶
等國家重大戰略區域，聚焦新能源、環保等
國家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回應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實體經濟繼續高
質發展添磚加瓦。
2020年，國銀租賃深化開行集團戰略協

同，全力服務「六穩」「六保」工作，全年
投放金額超人民幣 1044億元，同比增長
11.96%，是全行業全年唯一新增投放過千億
的機構，連續三年保持行業第一。在長江經

濟帶、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等重點區域投放超人民幣800億元，佔投放總額約
76.6%。戰略性新興行業全年實現投放人民幣167億元，同比增長51.4%。

加強風險防控落實穩健經營
面對新冠疫情，國銀租賃主動採取更加嚴格的防控預警措施，持續完善全面風
險管理體系，強化重點行業風險排查和管控，加大風險及不良項目化解力度，全
年化解處置不良資產約人民幣14.68億元，不良資產率逆市降至0.80%，有效穩定
了資產質量。此外，國銀租賃狠抓穩健經營，加強資源統籌調度，推進全面預算
管理、經營計劃、績效考核聯動，保障經營和預算目標順利達成。
不難發現，在戰略布局和業務規劃的基礎上，國銀租賃有着明晰的發展路徑。
「十三五」以來，國銀租賃通過不斷夯實資本根基，立足租賃業務本源，實現了
資產規模穩健增長、業務投放屢創新高、營業收入穩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續增強
的跨越式發展。2020年年報顯示，國銀租賃資產規模較2015年改制上市前增長約
95%，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年均複合增長率分別達11.97%和25.44%；平均資產總額
回報率為1.16%，平均權益回報率為12.50%，分別較2015年改制上市前提升0.45
個百分點及5.24個百分點，不良資產率自上市以來一直控制在1%以下。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將是租賃行業充滿機遇和挑戰的一
年，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推動產業鏈、製造業全面升級已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
重中之重。未來，相信國銀租賃將繼續秉承開行使命，聚焦主責主業，以服務實
體經濟發展為根本目標，同時強化風險與合規管理體系，保持資產質量穩定，以
最好的姿態擁抱「十四五」新開端。

國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1606.HK）

（下稱「國銀租賃」）是國家開發銀行唯一

的租賃業務平台，旗下以四大板塊業務為

主，分別為航空、公共設施、船舶、普惠金

融、新能源和高端裝備製造等領域的優質客

戶提供綜合性的租賃服務。公司憑借自身的

資源優勢、優秀的運營能力以及對新興技術

的合理運用，推動綠色金融普惠金融協同共

進，同時積極服務實體經濟，促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着力構建「以客戶為中心」的業

務發展模式，積極回應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國銀租賃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

決策部署，保持戰略定力，疫情期間強化責

任擔當，攻堅克難，年度經營業績實現逆勢

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穩步提升，圓滿達成

「十三五」總體發展目標。國銀租賃早前公

布2020年業績，資產總額達人民幣3033億

元，同比增長16.08%，資產規模邁上新台

階，行業領先地位進一步鞏固。全年投放金

額超人民幣1044億元，同比增長11.96%，

是全行業全年唯一新增投放過千億的機構，

連續三年保持行業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