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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10月4-9日)

日期
4
5

6
7

8

國家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 PM
9:30 AM
6:00 PM
8:30 PM
10:0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7:50 AM
3:00 PM
8:30 PM
8:30 PM

報告
八月份工廠訂單

八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澳元)
八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八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美元)
九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八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八月份工業生產#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來往帳盈餘 (日圓)
八月份貿易盈餘 (歐元)

九月份失業率
九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預測
+ 1.0%
-
-

710 億
60.0
-
-

34.0 萬
-
-

5.1%
+ 45.0 萬

上次
+ 0.4%
121.12 億
+ 12.1%
701 億
61.7
+ 3.1%
+ 5.7%
36.2 萬
1.911 兆
181 億
5.2%
+ 23.5 萬

註：#代表增長年率

對發展橫琴粵澳合作區的建議
今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

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結合《方案》，在建設橫琴粵澳合作區的

過程中，筆者認為有三點值得注意。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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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何
通過橫琴

島推動珠海以
及廣東經濟質
量 進 一 步 提
升。與深圳的
地理優勢相連
相似，珠海橫
琴島和澳門相
連的突出地理
優勢，令其本

身就擁有重要的發展戰略意義，但是
橫琴粵澳合作區的建設難度可能要大
於深圳前海。一方面是因為澳門與香
港不同，香港各類產業相對豐富，對
周圍產業有刺激、推動作用，有助於
繁榮區域經濟，而澳門產業相對單
一，如何與珠海產業相結合、相促
進，是需要邊探索邊實踐的過程。另
一方面，珠海經濟特區自成立以來在
改革開放的探索過程中，創新力度、
思維開拓、眼界想法等方面整體上略
遜於香港，而建設好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就是要站得高、想得深、看得
遠，善用政策、調節思路，這或是一
大挑戰。
第二，由於澳門長期以來將博彩業

作為支柱產業，澳門管理機構缺乏統
籌其他產業發展經驗。《方案》指

出，「根據橫琴全島客觀現實情況，
對合作區進行分區分類施策管理。澳
門大學橫琴校區和橫琴口岸澳門管轄
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管理，適用澳門有關制度
和規定」。此舉措可謂是試金石，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管轄範圍在地域
上的擴大，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綜合能力的一大檢驗。
第三，從深度合作區的規劃，以及

對澳門、橫琴島的相關要求來看，國
家有可能意在「去博彩」化。儘管博
彩產業利潤豐厚、能為當地帶來大量
的經濟收益，但作為一種「精神鴉
片」，會為更多參與人群帶來負面影
響，此前許多因博彩家破人亡的案例屢
有發生，這是去博彩化的客觀需求。

關鍵是提升抗風險能力
建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新型支柱產

業，一方面要防止諸如突發衞生事件
等不確定不可抗力因素，因遊客減少
導致支柱產業大受影響；一方面要發
展製造業、服務業，以保障澳門有源
源不斷的造血能力，提升抗風險的能
力。
該發展什麼？適合發展什麼？《方

案》提供了指引，發展高科技研發和
發展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端製造產

業，這些不僅是符合澳門、珠海實際
情況的優勢產業，也是整個廣東省的
優勢產業。
整體而言，對於發展橫琴粵澳合作

區，筆者有如下建議供參考。
一是廣東省要發揮出統領作用，既

不干預橫琴島的產業發展，又要結合
方案等文件做好指引，同時結合實際
變化，動態調整對橫琴粵澳合作區的
各種政策。
二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珠海市

政府需要加強磨合，在工作中統一思
想、消除隔閡、達成共識，以更新、
更好、更有效的機制為橫琴發展提供
力量。
三是多借鑒成熟經驗如深圳前海發

展經驗，一方面為後期發展提供新的
路徑，另一方面可以檢驗深圳經驗是
否可以複製，在已有的經驗中尋找更
多的創新點和突破口。
四是制定具有極強吸引力的人才戰

略。任何產業的發展都急需大量人
才，例如高端人才能夠實現產業創
新、突破、升級等。總而言之，大批
的人才湧入能夠改善城市的產業結構
環境，珠海、澳門在這方面或需多加
努力。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

《床頭經濟學》。

金價短線料維持受壓

新冠疫情擔憂、中國經濟增長不穩、以及華
盛頓在提高美國政府借款上限的最後期限到來
之前出現僵局，導致市場情緒謹慎，這為避險
資產的美元提供了支持。此外，因對美國聯邦
儲備理事會（FED）從11月開始縮減
刺激的預期升溫，亦給予美元向上動
力，美元指數一度觸及94.50水平，為
去年9月底以來首見；其後稍為出現回
吐，但美元指數在第三季錄得逾2%的
漲幅。

較大阻力看至1780美元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上周終見揚
升，終止了此前連續三周下跌的走勢，
因美元漲勢稍緩，以及對通脹上升和經
濟增長風險的擔憂，蓋過了對即將加息
的押注。在技術走勢而言，金價在連日
探低後，上周於1,720水平止住跌幅，
並在周四出現逾四十美元的反撲，高位
觸及1,764水平附近，此區正是近月下
跌所形成的下降趨向線位置，換言之，
亦要留意若金價接下來可向上突破，亦
將扭轉這段時期的跌勢；預估其後較大
阻力將會看至25天平均線1,780以至
200天平均線1,802美元。不過，圖表
見RSI及隨機指數剛自超買區域掉頭回
落，似乎金價繼續受壓下降趨向線的機
會稍微高一些。較近支持先看1,737，
進一步料為1,720及1,700關口。若以
去年3月低位1,451美元至去年8月高
位 2,072.50 美元的累計幅度計算，
61.8%的回吐幅度將為1,688美元。下
一矚目位置則為今年三月在月初及月尾
分別下探的1,675水平。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在本月持續受
壓於六月以來的下降趨向線，當前較近
支持預估在22美元；其後關鍵則為
21.87及21.64美元，此為銀價自去年四
月以來至今的大型橫盤區間底部，若之

後一一出現明確失守，亦即這個盤整局面已被
破壞，相應亦將延伸新一輪跌勢，預計延伸目
標將看至20.82以至20美元關口。至於向上阻
力先看22.60及25天平均線23.27，關鍵將指繼
續留意下降趨向線目前位置23.70美元，後市
需回返此指標之上，才有望銀價扭轉自六月以
來的跌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9月27日-10月1日)

日期
27
28
29

30

1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美國

歐盟

歐盟
英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歐盟
德國
美
國

香港時間
8:30 PM
10:00 PM
6:00 PM
6:00 PM
6:00 PM
4:30 PM
3:00 PM
8:30 PM
8:30 PM
7:50 AM
6:00 PM
3:00 PM
8:3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八月份耐用品訂單
九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九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八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八月份失業率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三季短觀擴散指標

九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八月份零售銷售#
八月份個人收入
八月份個人開支

九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結果
+ 1.8%
109.3
- 4.8
14.1
7.5%
+ 5.5%
3.6%
+ 6.7%
36.2 萬
+ 18
+ 3.4%
+ 0.4%
+ 0.2%
+ 0.8%
61.1

上次
- 0.1%
115.2
- 5.3
13.8
7.6%
+ 4.8%
3.7%
+ 6.6%
35.1 萬
+ 14
+ 3.0%
- 5.1%
+ 1.1%
- 0.1%
59.9

R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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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供應鏈瓶頸
造成全球成本高
漲，通脹升溫成現
在進行式，高通脹
現象很可能持續到
2022年。鋒裕匯理

投信認為，實質資產投資策略聚焦於
通脹連動性較高的產業，具抗通脹效
益，更能掌握通脹環境下的投資機
會。
實質資產涵蓋如房地產、公用事

業、基礎建設、商品、原物料，今年
來表現突出的原因之一，在於歐、
美、中國積極翻新基礎建設、發展綠
能及電動車增長的長線趨勢。以實質
資產中的原物料產業為例，在傳輸或
存儲綠能時，銅、鋁、鋰等金屬原物
料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望受惠此波綠
色能源風潮，有利礦產價格及公司股
價長線表現。

實質資產價格仍低水
而通脹與實質資產產業表現，息息

相關。根據歷史資料，觀察2008年11
月-2013年6月(55個月)，實質資產表現
漲幅達189%，高於全球股票的83%。
進一步檢視2018年11月至2021年8月
(33個月)，通脹預期再次攀升期間，不
過此次實質資產漲幅約36%，小於全
球股票的53%，預期後市仍有上漲潛
力。
展望後市，鋒裕匯理資產管理預

估，2021年全球通脹將落於高度通脹
區間(3-6%)，進入2022及2023年後逐
漸回到正常偏高通脹區間(2-3%)，整體
來說，近年將會處於通脹相對較高環
境。
現階段的通貨膨脹主要在反映供應

鏈瓶頸、更高的能源與食物價格，此
被市場認為是暫時性因素，但須留意

另一個較長期通貨膨脹風險在於勞動
力市場，若價格持續上漲，那麼消費
者也可能會調升預期，導致要求更高
的工資增長，如有此現象，較高的通
脹現象將可能較市場預期更為持久。

納入三重收益來源
若想要掌握通脹增溫時期的投資機

會，可留意受惠此趨勢的實質資產的
相關資產。鋒裕匯理實質收息多重資
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精選具長線投資
價值的實質資產產業，並納入三重收
益來源，股息、債息、期權金，具現
金流及高股利分派率；而多重資產配
置多元化資產配置，有助降低波動
度。在產業配置方面，基金前三大產
業分別為房地產 15.25%、原物料
13.89%、基礎建設12.03%。前三大區
域分布為北美39.59%、歐洲33.82%、
新興市場11.84%。 ●鋒裕匯理投信

記者從深圳多家地產中介渠道獲
悉，寶安京基智農山海御園、萬

科都會四季花園、滿京華雲著雅庭、盛
薈城、錦順名居和山水華庭等約60個樓
盤國慶期間紛紛開盤。
因恒大債務危機衝擊內地房地產市
場，令開發商資金鏈更加緊張，一些開
發商為去貨大幅降價。Q房網地產業務
員宋斌表示，由深圳市英泰實業有限公
司開發的龍華盛薈城，共計有360套住
宅，戶型為71-89平方米的2房和3房，
國慶假期推出大幅度優惠，由原價每平
米5.5萬元降至4.7萬元，89平米3房減
價60多萬，以380萬元便可以購買大3
房。

新樓均價仲低過二手
另外，光明區新盤金茂公園里，面積
為89-115平米的3房住宅附精裝修，目
前均價為4.7-5.1萬元，較周邊二手樓低
了兩三萬元。該區中山大學附近一複式

公寓，帶裝修紅本產權兩房，原價65萬
元，國慶期間推出特價49萬一套，直降
16萬，降幅近三成。
貝殼系地產中介夏秋告訴記者，龍華

鵬瑞·頤璟府，原單價5.5-5.7萬元/平方
米，折算多種優惠後降至5.1-5.2萬元左
右，每平米較周邊二手住宅價格低近兩
萬元，附近有規劃中的地鐵18號線和22
號線。

9月有22住宅登場
根據深圳中原地產市場監測，9月深

圳共計28個項目獲批，其中20個為住
宅項目，22住宅項目入市，推售面積
108.9 萬平米，環比上升 177.0%。寶
安、龍華、光明是供應主力，三區供應
面積佔比超六成，其中寶安區成交居
首，佔總成交的近三成。
網簽數據顯示，截至到9月29日，萬

科憑借萬科大都會、萬科都會四季花
園、深國際萬科和頌軒三項目，成交金

額達到32.2億元，成為開發商成交金額
排行榜冠軍，華潤、京基分別位列二三
位。
至於公寓，9月份有4個項目獲批，合

共2,773套、13萬平米，套數環比暴漲
448.0%，面積環比漲657.6%。當月全
市公寓共成交919套，環比升2.7%；成
交面積為 5.2 萬平方米，環比微跌
0.6%；公寓成交均價上漲 16.7%至
67,005元/平方米。福田和寶安分別成交
1.55和1.12萬平方米，為9月公寓成交
主力。南山區成交均價128,054元/平方

米 ，環比升 6.5%，保持全市均價最
高。

一手豪宅成交按月跌87.4%
當月深圳一手豪宅成交284套，環比

下滑87.4%；成交面積為3.90萬平方
米，環比下滑 85.8%。成交均價為
105,776元/平方米，環比跌6.2%。
南山區成交面積佔比最大，為2.11萬
平方米，佔全市成交的54%。南山區豪
宅成交主要以華潤城潤璽一期、半山臻
境為主，成交均價112,621元/平方米。

金九失色深圳樓盤國慶減價吸客
受多種因素影響，深圳9月樓市成交低迷，「金九」成色不

足。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總監何倩茹表示，據該行統計，9月深

圳一手新房成交3,343套，環比大跌43.2%，同比下跌31.496；二

手成交1,765套，環比下跌了10.8%，同比大跌80%。趁着國慶長

假期，內房企紛紛推新盤，並推出多種優惠，龍華一個新盤直降

8,000元（人民幣，下同）一平方米，總價優惠60多萬；有開發商

以豪裝和特價房來吸引人，動輒降價二三十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
表示，整個9月份深圳新盤整體開
盤去化平均超五成，與去年平均去
化達八成以上的情況相比，銷售情
況還是出現下行趨勢。總的來說，9
月新樓市場推盤數量較多，但整體
表現只可以說只是中規中矩，市場
去化仍然存在一定壓力，相信年底
前開發商爭相去貨情況將會愈演愈
烈。

開發商買地熱情未減
他稱，9月土地市場迎來了第二批
集中供地，重新上架的22宗居住用
地在9月28日集中開拍，依然吸引
了眾多開發商的參與，反映開發商
對深圳後市還是較為樂觀。雖然市
場受壓，開發商資金緊張，但是還
是無阻開發商在深圳買地的熱情，
一方面是深圳土地稀缺，另一方
面，深圳經濟發展長期還是看好
的。
另一方面，9月恒大債務危機事件

引發市場眾多關注，由於新樓市場
基本以預售為主，置業者受恒大事
件影響，擔心物業是否會出現爛尾
問題而延後入市時間，因此新樓市
場整體觀望情緒較之前有所增加。

市傳政策或適當放鬆
鄭叔倫稱，總體來說，當前深圳
樓市整體行情依然低迷，成交及銷

售額上不去，房企和中介代理公司都在艱苦
經營，三年前萬科的「活下去」口號成為了
眾多公司當前的經營現狀。恒大事件爆發，
保交樓的任務嚴峻，傳言政策層面或許會適
當放鬆，對房企提供一定的信貸支持。若傳
言屬實，房企資金緊張情況有望紓緩，市況
有望扭轉。然而哪怕政策有所放鬆，「房住
不炒」還是堅持執行，所以相信不會出現市
場大幅升溫現象，大概率將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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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國慶長假期，內房企紛紛推新盤，深圳部分樓盤國慶期間更推出多種優
惠，因而吸引了許多買家。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實質資產抗通脹「點實成息」好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