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產 新 聞B3 ●責任編輯：曾浩榮

20212021年年77月月1212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

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

投 資 理 財 ●責任編輯：曾浩榮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7月12-16日)

日期
12
13

14

15

16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德國
美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德國
英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3:00PM
8:30PM
6:00PM
4:30PM
4:30PM
8:30PM
9:30AM
3:00PM
4:30PM
8:30PM
8:30PM
9:15PM
9:15PM
6:00PM
6:00PM
8:30PM
10:00PM
10:00PM

報告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五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輸出)#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六月份失業率
六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七月份失業率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六月份工業生產
六月份設備使用率

六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五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歐元)

六月份零售額
五月份商業存貨

七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0.5%

-
-
-

+0.6%
-
-
-

36.0萬
-

+0.7%
75.6
-
-

-0.6%
+0.4%
86.3

上次

+2.5%
+0.6%
+39.3%
+2.1%
+4.6%
+0.8%
5.1%
+9.7%
4.7%
37.3萬
+0.9%
+0.8%
75.2
+2.0%
109億
-1.3%
-0.2%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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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
�� ���� 新能源汽車股升浪可期

近年來，關於「傳統能源車將成為歷史」的

探討呈現出越來越熱烈之勢。在全球一些發達

國家已宣布傳統能源車停產停售時間表的背景

下，禁售燃油車，不僅僅是因為環保問題，更

重要的是經濟問題。對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國

家而言，大量的石油資源被控制在一些發展中

國家和中東某些國家手上，不但是個心頭大

患，而且還直接影響了整個國家的綜合生產

力，因此禁售燃油車勢在必行。

即便對中國內地而言，也非常具有
現實的必要性。中國的石油產量

和儲備量雖然很多，但機動車的保有
量同樣數量巨大。據中國公安部統
計，截至2021年3月，全國機動車保
有量達 3.78 億輛，其中汽車 2.87 億
輛。在2021年上半年中國全國機動車
和駕駛人均保持較快增長背景下，這
將直接導致日消費原油量直線攀升，
即使「家底」再厚也經不起數量和時
間的雙重考驗。

禁售燃油車大勢所趨
在新能源汽車的布局方面，中國雖
然起步較早佔盡先機，但並不意味
因此便能一直領先。保持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的狀態，有助於贏得更多追
趕和超越歐美發達國家的機會，把中
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做大做強。
在推進新能源汽車發展的問題上，
歐美國家的一些做法或許值得借鑒。
早在2008年，美國加州便敲定了ZEV
（Zero Emission Vehicle，零排放車

輛）法案。ZEV法案為每種車制定了
「積分」系數，規定了與銷量掛鈎的
積分基準。該法案明確規定，在該州
銷量超過一定數量汽車的企業，其生
產的零排放車輛要達到一定的比例。
若達不到要求，須向CARB（Air Re-
sources Bo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空
氣資源委員會）繳納每輛車5,000美元
的罰款，或向其它公司購買碳積分。
過去幾年特斯拉通過賣積分盈利頗
豐，碳排放收益成為它的最大功臣，
而通用汽車則成為積分購買的「大
戶」。
現在，已有越來越多汽車企業響應
美國加州ZEV法案和CARB的號召，
在美國加州以及其它地區推廣電動汽
車。可以預料，「加州模式」預計會
被越來越多的地區採用，不單單是美
國其它州，還有全球其它國家和地
區。近年來，包括荷蘭、挪威、德國
等國都發出了禁售燃油車而力推零排
放汽車的明確信號。如荷蘭和挪威計
劃在2025年開始，全面禁止燃油車銷

售，汽車工業大國德國更將燃油車禁
售時間表定在了2030年。不管怎麼
講，世界各國政府對於新能源汽車的
支持，是出於對環境和能源問題的終
極考慮。

新能源電池備受矚目
總而言之，內燃機作為交通工具動

力來源的歷史使命將很快就會被終
結，這是當前新一輪產業變革和技術
革命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新能源汽車
替代燃油汽車已經是世界各國的普遍
共識，雖然替換過程中會面臨諸多挑
戰。但伴隨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能源
電動汽車未來前景十分廣闊，也獲得
了越來越多消費者的認可和喜愛。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2020年

全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136.6萬輛和136.7萬輛，同比分別增
長7.5%和10.9%。這些亮眼的數據，
標誌中國新能源汽車已進入成長
期。預計再過幾年左右時間，中國新
能源車產業將會進入高速成長期，照
此發展下去，新能源車產業或將會成
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又一重要引擎，這
也是中國製造「彎道超車」的重要機
遇。與此同時，隨新能源汽車往縱
深發展，資本市場也開始加大對新能
源汽車產業鏈各個環節的深入挖掘。
作為新能源汽車核心部件的電池及電
池材料板塊，因其成長空間大、確定
性強，已成為當下市場明確的投資主
線，引發了市場的高度關注，成為市
場「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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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變異病毒擴散導致
多地疫情再度拉上警報，也
為全球經濟復甦前景蒙上陰
影，拖累近期全球股市表
現。不過歷經年餘抗疫經
驗，多數國家已習慣經濟發

展與疫情共存，且目前國際主流疫苗對於變異
病毒仍具有較高保護力，因此只要疫苗接種持
續加快進展，預期仍能抑制疫情擴散並降低全
球經濟自疫情復甦的變數。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股市漲多難免需要

回落調整以消化沽壓，展望全球經濟復甦趨勢
不變，加以美歐等主要央行雖有政策正常化之
傾向，但大抵仍維持寬鬆政策論調，預期金融
市場短線整理後仍有望恢復漲升動能。眼小
型股在工業、原物料等景氣連動性較高的循環
性產業比重較高，過去經驗亦顯示，不論美國
小型股或亞洲小型股，相對國內生產總值
（GDP）成長率之Beta值均高於大型股，經
濟前景改善趨勢下未來股價表現可期，且小型
股較少為市場分析師所關注導致股價易遭低
估，存在較多投資機會，透過專業經理人精選

持股有望掌握小型企業躍升為大型股所創造之
潛在資本擴張空間，後疫情時代建議投資人可
將美國小型股或亞洲小型股納入投資組合一
環。

投資小型股可分散風險
富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經理人伽

坦．賽加爾表示，亞洲市場小型股是很適合作
為長期投資的核心標的，主因小型股多屬於具
有內生成長動能的產業，營收來源多倚賴本地
需求且通常屬於利基型市場，較不容易受到總
體經濟景氣循環周期或國際情勢影響，因此能
發揮多元分散效果，全球低利率環境也將降低
資金成本壓力，更有助小型企業營運前景。富
蘭克林坦伯頓亞洲小型企業基金在內生成長動
能最為強勁的亞洲新興市場，透過側重於中
國、印度、韓國等幾個政府皆在積極進行改革
的亞洲國家的中小型企業，藉由民生消費、基
礎物料、美容保健、資訊科技與金融深化五大
趨勢主題投資，希冀掌握新興亞洲經濟體最活
躍領域所創造的投資機會。

●富蘭克林投顧

業主叫價進取 二手成交受壓
本港疫情受控，過去幾個月樓市價量齊升，不過由於不少業

主叫價較為進取，買家需要時間去消化及考慮，拖累二手成交量

回軟。中原地產十大屋苑過去周末錄得18宗成交，較上周末錄22

宗回落18.2%，不過已經連續21個周末維持雙位數水平。而不少

屋苑價格繼續登頂，其中荃灣環宇海灣有2房戶以895萬元成交，

創同類單位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 過去幾個月樓市價量齊升，業主叫價更為進取，有不少二手屋苑價格繼續登
頂。圖為海怡半島。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政府
去年底撤銷非住宅雙倍印花稅，刺激非
住宅物業交投，其中入場門檻較低的車
位市場，上半年價量齊升。據目前資料
顯示，上半年住宅車位 (包括一手及二
手車位)買賣登記已接近5,000宗，市場
預計去到7月份可增至5,700宗及110億
元，屆時有望超越 2020年全年總和
5,658宗及105.43億元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

指出，2021年上半年整體住宅車位 (包
括一手及二手車位)買賣登記已錄4,997
宗及 94.8 億元，相比 2020 年下半年
3,754宗及69.94億元大幅上升33.1%及
35.5%，價量均創下 2018 年上半年
5,317宗及95.65億元後6個半年度新
高。他預計，今年首7個月整體車位錄
約5,700宗及110億元，有望超越2020
年全年總和5,658宗及105.43億元。

為2018年後最旺
單計6月份的整體住宅車位則1錄
759宗及15.94億元，較5月份1,010宗
及19.6億元下跌24.9%及18.6%。當中
一手住宅車位佔191宗及7.09億元，按
月跌61.2%及40.3%。二手住宅車位則
錄568宗及8.85億元，較5月份518宗
及7.71億元上升9.7%及14.7%。二手
車位交投連續4個月高企500宗及7億
元以上，是2018年9月以來首次出現，
反映車位買賣持續活躍。
分區統計方面，2021年6月份新界區

錄422宗車位交易及6.39億元，香港區
錄180宗及6.45億元，九龍區錄157宗
及3.11億元。6月份的住宅車位登記，
主要來自太古城 (52宗及1.23億元)、
Mount Nicholson (36宗及3.53億元)、
及美孚新邨 (24宗及0.3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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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布局美亞小型股

倫敦黃金上周緩步走高，除了因美元回軟，
人們也越來越擔心Delta變種病毒的蔓延可能
會阻礙全球經濟復甦，從而支撐對黃金的避險
買需。金價錄得連續第三周上漲，上周四升見
1,818.10的三周多高位。來到本周，將重點關
注中國第二季GDP、6月貿易收支，以及美
國、英國、歐元區、德國和法國通脹數據；新
西蘭央行、加拿大央行以及日本央行將先後召
開政策會議，另外，亦要留意美聯儲將公布經
濟褐皮書，多位美聯儲官員出席活動和發表演
說，或可望獲悉更多有關政策前景的相關線
索。
倫敦黃金上周於每盎司1,800美元

關口附近持穩，而周三晚的美聯儲會
議記錄沒有出乎市場太大意外，對金
價影響亦極為有限，市場亦在等待帶
領金價走向的新一個觸發因素。而在
技術走勢方面，金價在受制近三周時
間後，終在上周早段突破100天平均
線，目前100天線處於1,789美元，
雖然金價在突破此區後，未見有較具
規模的上延幅度，但同樣地下方則正
以此區為支撐依據，故若論短期走
勢，應可繼續留意此區，亦即若重返
此區下方，金價料仍告承壓，較大支
持位回看1,783以至1,760美元。
反之，金價可繼續持穩其上，則有

望可重整旗鼓，當前一個考驗將是位
於1,812美元的25天平均線，預料金
價需突破此區才見金價另一反撲的展
開。以自六月起始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的反彈度為1,813美元，擴展
至 50%及 61.8%的幅度則分別為

1,833及1,852美元。不過，RSI及隨機指數亦
已陷於超買區域多日，金價回跌休整的機會料
會稍高一些。

銀價25.50美元不容有失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在上周初受制於25天

平均線而回落，目前25天線處於26.56美元，
若短期仍未能闖出此區，銀價或仍陷於弱勢盤
整階段；而其他技術指標暫未有透露出一致的
訊號，故可能短線延續盤整的機會較大。向上
較大阻力看至27.25及27.85美元。至於支持關
鍵指向25.50美元，這是近期兩度險守的關
口，需看若其後此區一旦失守，可能觸發銀價
新一波的大型跌勢；較近的下試目標料為3月
低位23.76美元。

金價上升動力放緩 短線料先作休整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
裁陳永傑表示，隨本港疫情持

續穩定，一、二手成交皆旺，一手市場
截至周六錄得約770宗成交。由於大市
向好，不少業主叫價較為進取，令二手
市場呈價升量跌現象，買家需時間去消
化及考慮，但整體後市走勢向好，7月
份樓市料平穩發展。
各區中，天水圍嘉湖山莊及鴨脷洲海
怡半島表現最好，過去周末均錄得4宗
成交，而當中嘉湖山莊在本月首11日
已錄約21宗成交，較6月同期錄約8宗
大增13宗或1.6倍，中原地產文家輝表
示，屋苑現時平均實用呎價報約11,173
元。

環宇海灣2房895萬沽破頂
而各區繼續錄得新高成交，中原地產
程尚傑表示，環宇海灣最新錄5座高層
E室成交，實用面積502平呎，兩房間

隔，望開揚海景，議價後以895萬元沽
出，折合實用呎價17,829元，創同類
單位新高。程尚傑指，買家為區內上車
客。原業主則於2014年以557.4萬元買
入單位，持貨約7年，賬面獲利337.6
萬元，單位期內升值約61%。
美聯物業分行統計，過去周末10大

藍籌屋苑合共錄得約20宗買賣成交，
較再上一個周末下跌約13%，但仍21
周保持雙位數。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
裁布少明表示，近月樓價快將升破歷史
高位，主因全球量寬及息口低企、加上
本地經濟活動逐漸回升等多項利好因素
帶動。
他又指，買家入市意慾強勁，惟二手

多個大型屋苑經過連月消化，現時盤源
相對短缺；加上一手新盤搶客，過去周
末啟德維港1號展開次輪銷售，單日再
沽出逾百伙，二手交投受壓反覆。據了
解，過去周末一手市場共錄得188宗成

交，其中維港1號就錄得118宗成交，
佔周末成交量的63%，其他較多成交新
盤，包括屯門帝御．嵐天錄20宗成
交、西南九龍維港匯錄11宗成交。

整體樓市料保持暢旺
不過，亦有代理行統計出二手交投上

升。利嘉閣地產分行網絡數據，在過去
的周末十大指標屋苑累錄20宗二手成
交，較上周末的13宗增加54%，創近
五周以來新高。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
表示，市場上買家開始適應業主調升的
價格而陸續入市，加上剛過去的周末未
有大型全新盤登場，令部分客人流入二
手。廖偉強指出，近日疫情減退，有助
加強買家入市信心，加上在消費券推出

帶動的經濟連鎖複式效應之下，市民外
出意慾增加，並憧憬經濟得到進一步改
善，預計短期內二手成交可保持於不俗
水平，若之後當大型新盤推出市場，則
可能短暫地搶佔準買家焦點，而整體樓
市表現將繼續保持暢旺。
港置周末十大屋苑於共錄16宗成

交，較上周末14宗增加約14%。香港
置業營運總監及九龍區董事馬泰陽表
示，近日股市波動，不少資金傾向買磚
頭保值，加上本港疫情回穩，市場憧憬
內地香港通關，買家紛紛加快入市步
伐。另外低息環境持續，利好買家慳
息，展望短期將有不少全新大型新盤魚
貫推售，樓市勢將火上加油，料一二手
量額同步看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