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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10月 25 - 2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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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日本
美國

澳洲
美國
歐盟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7:50 AM

10: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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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PM

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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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AM

6:00 PM

8: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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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9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10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9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第三季消費物價指數#
9月份耐用品訂單

10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10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10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三季生產物價指數#

10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第三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

9月份個人收入
9月份個人開支

10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10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108.0
75.5 萬
-

- 0.8%

-

-
-

+ 2.4%

29.1 萬
-
-
-

- 0.2%
+ 0.4%
63.1
71.4

上次

+ 1.0%
109.3
74.0 萬
+ 3.8%
- 1.8%

117.9

- 4.8
14.1

+ 6.7%

29.0 萬
+ 2.2%
+ 3.4%
+ 13.7%
+ 0.2%
+ 0.8%
64.7
71.4

美聯儲勢縮減購債 金價或高位回挫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
�� ���� 今年三季度，內地GDP同比增長

4.9%，越南GDP相比大幅下跌
6.17%，如果不是因為疫情防控不當而
導致人心惶惶，越南的製造業大概率不
會出現當前的窘境。
事實上，資本永遠是逐利的，在無法

選擇最低成本的時候，資本家會退而求
其次，綜合考慮選擇成本相對較低的國
家市場。可以想像，因為擔憂其他東南
亞國家也會像越南疫情防控不當而出現
停產危機，因此訂單的改變、工廠的遷
移自然不會遷往防控不當的國家和地
區，除非他們像美國那樣根本不把病毒
當一回事。

內地嚴控疫情增企業信心
各大企業家們都能夠看到內地最為詳

實的相關疫情防控數據，這也是為什麼
會有企業將訂單從越南改向中國的原
因。對他們而言，中國在許多方面依然
具有不可替代性。
換句話來說，把工廠遷移至中國，也

是中國再度扮演了「救火隊長」的角
色。要知道，當今全球防疫最嚴格的國

家就是中國，工廠、生產線遷移雖然存
在一定的難度，但是歐美企業此時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願意進入中國，這裏
面或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高度認可
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作出的貢獻，對中
國非常具有信心，二是說明除了中國
外，沒有哪個國家的工廠和生產線是不
可替代的。

越南製造業處「三來」階段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前流入越南的

產業主要集中在供應鏈需求低、科技含
量低、人力成本高等環節，而非整個全
部的供應鏈環節。與此同時，我也觀察
到，越南製造業目前主要以「來料加
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為主，
這也意味着越南的製造業相對低端，所
以至少現階段，越南還無法取代中國的
市場地位。
此外，從國家建設發展情況來看，越

南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基礎設施建設還比
較落後，科學技術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和
企業生產效率相關，同時這也決定了越
南現階段的工作仍舊主要集中在組裝，

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物流、港口運輸等
方面。
與此同時，由於基礎條件限制，越南

能夠從事基礎勞動即勞動密集型產業的
人數也很有限，能夠引入和產出的總量
也難以與中國相提並論。

華企仍需加大技術創新力度
儘管中國綜合國力、科研水平不斷提

升，許多表現突出的企業甚至還在國際
上樹立起了行業權威，但我們在供應鏈
上游的競爭中話語權還是不夠多，這也
給了個別國家或者企業對我們「下絆
子」的機會。未來亟需加以改變、加大
技術創新力度等，例如中國的「世界工
廠」市場地位需要以高精尖的技術作為
支撐，包括增強中國自主研發能力，提
高零部件的精密程度、科技含量等，但
是實現這些則需要許許多多相關領域的
科研工作者一起努力，付出大量的精
力、汗水和聰明智慧。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床頭經

濟學》。本欄逢周一刊出

越南陷「疫」境 中國市場地位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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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寧可餓肚子也不願意在

人多聚集的工廠裏打工。今年

以來，越南有9萬多家企業由

於頂不住停工停產造成的經濟

壓力而破產，越南經濟迎來了

35年最差。

全球通脹警報響起，金融市場資
金大逃竄，通脹升溫下，美聯儲預
計11月減少購債，恐壓抑股債市表
現，但只要通脹控制得宜，在政策
環境依舊寬鬆、企業獲利成長帶動
下，資金可望重回股市等風險性資

產懷抱。

美聯儲減購債惹憂慮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基金經理人黃筱雲表

示，疫後全球經濟重啟，需求迅速且大量
湧現，造成原物料等價格大幅上漲，引發
通脹疑慮。各國央行為此，陸續展開升息
措施，而市場指標的美聯儲，在 9月
FOMC決策會議上，透露11月中縮減購
債的意圖，引發金融市場資金大逃竄。

公用事業股料穩健
MSCI世界指數9月波段跌幅超過5%，
隨着短線急跌後，10月展開反彈走勢。
在投資操作上，建議可採取M型布局策
略，聚焦在高技術密集、高獲利成長的
AI人工智慧、金融科技等科技產業，以
及長期需求穩健增長、股利率高的水電瓦
斯等公用事業。
前者受到原物料價格上漲的衝擊較輕

微，後者屬護城河型產業、波動度偏低。
■第一金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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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主要貨幣上周承壓下行，錄
得連續第二周下跌，因風險偏好回
溫，而多國股市亦見普遍走升；對風
險敏感的英鎊、澳元和紐元則相繼衝
高。內地監管層表示，有信心控制恒
大相關風險，令市場稍感寬慰。對美
聯儲可能很快縮減疫情時期刺激措施
的預期，在過去幾個月支撐了美元的
走勢。不過，這些押注已經消退，投
資者正在消化其他國家將更激進地加
息的可能性。
展望本周，市場將迎來歐美多國的

GDP、通脹和消費者信心數據；加拿
大、日本和歐洲央行將公布利率决
議。
倫敦黃金方面，在過去兩周多時

間，金價似乎在1,750至1,760區間築
起初步底部，而最近於上周一低見至
1,759美元，之後開始逐步回升，至上
周五更觸高至1,813.60美元，但之後

受鮑威爾的講話影響，金價急挫至
1,790美元下方。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主席鮑威

爾表示，他預計明年通脹將有所緩
解，且美聯儲勢將開始縮減刺激計
劃。結果金價在上周五衝高回落，而
圖表更見RSI及隨機指數亦相應自超
買區域有初步回落跡象，或見金價短
期的上行動力將稍為減弱。

金價位阻力料於1800關
目前向上則要留意1,800美元的心理

關口以及250天平均線1,807美元，之
後一個重要阻力參考在1,831至1,834
區域，由7月至9月金價已曾多次向上
受制於此區，故相信亦是金價接下來
的重要關卡，若然破位其後目標將指
向1,850美元。至於下方支撐將特別關
注1,771美元，此區為近月形成的上升
趨向線，若然本周失守，料金價將扭
轉近期升勢，下一級支持看至25天平
均線1,763美元，較大支撐料為1,745
以至1,72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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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祥益地產公布最新9月份的前線代
理人均開單宗數為4.2宗，沒有任何持牌代理食「白
果」。祥益總裁汪敦敬表示，根據公司出糧記錄，9
月份近半代理的收入超過5萬元，而且月入超過9萬
的代理愈來愈多，更是上月的3倍，反映代理收入保
持穩定求進。此外，公司一向致力提升工作效率，惡
性OT連續4個月減少，更是有記錄以來最低，進一
步鞏固「健康工作時間」。
汪氏分享，公司的經營策略是以人為本，得益與員

工的分享作為優先，一二手都是一條bar拆賬，同時
代理的佣金收入每年均錄得相當可觀增幅。他說，當
員工有穩定的收入，就可以作出各項投資包括置業，
現時公司已有超過七成員工起碼擁有一個物業。

祥益：上月近半代理收入逾5萬

星凱．堤岸半月累售707伙

剛過去的周六，星凱．堤岸進行
次輪賣樓，延續首輪銷售熱

浪，單日即沽出231伙。周日續賣出
14伙，加上過去一周售出的462伙，
累計沽出約707伙，佔已推出價單單
位近八成，賣出項目總數1,335伙中
逾一半單位。發展商中洲置業曾表
示，目標是在今年內推售項目總數約
八成。

兩代理均稱保留追究權利
星凱．堤岸賣樓暢旺但現場也有小
插曲，周六下午4時左右，兩夥地產

代理因揀樓產生口角，並上升至肢體
衝突，甚至有一代理受傷送院，場面
一度混亂而須停止售樓約1小時。
涉事兩代理行均發聲，中原稱已就

事件報警處理，被打同事將送院驗
傷，將會嚴肅處理嚴正追究；美聯方
面譴責任何暴力行為，如有行家違
規，保留追究權利，以保障員工及客
戶。

中洲：已要求地監局徹查
中洲置業昨晚亦發聲明指，對涉及

事件之地產代理行及地產代理從業員

予以嚴厲譴責，任何破壞秩序及暴力
的行為是絕不容許。已立即要求相關
之代理行及地產代理監管局嚴肅徹
查、跟進及交代事件。並對涉事之地
產代理作懲罰及處分。

海茵莊園累收逾2000票
另一邊，九龍建業的將軍澳海茵莊

園展銷廳也門庭若市，就昨現場所
見，有不少準買家在示範單位門外大
排長龍。
九龍建業（市務及銷售部）高級市

務經理鄭子宏透露，兩日已接待逾1

萬人次參觀，累收逾2,000票。自用
及投資客比例大約各佔一半，近五成
屬同區換樓客、分支家庭以及在該區
工作或正在租樓人士。
他續指，鑒於市場反應熱烈，短期

內視乎收票情況可能會加推新一張價
單，最快可能今日加推，加推價錢有
調高空間，首輪312伙銷售維持周末
開售的安排。
其他新盤方面，東九龍 KOKO

HILLS售出4伙，面積465至736平方
呎，成交價由 978.1 萬至 1,612.7 萬
元。

● 海茵莊園
展銷廳門庭若
市，兩日已接
待逾萬人次參
觀。

火炭星凱．堤岸延續上周熱浪，成

為剛過去周六日新盤市場焦點。該盤

除前日（剛過去的周六）銷售時爆發

「中美大戰」—中原及美聯的地產代

理發生肢體衝突外，單日售出約231

伙，市場數據顯示，兩日累售約245

伙，助周六日（10月23日及24日）

一手市場錄得逾270伙成交。將軍澳

海茵莊園開放示範單位引來大批市民

參觀，截至昨晚7點收逾2,000票，

以首批312伙計，超額認購5.4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越秀房產基金
（0405）昨公布，與城市建設開發集團（中國）有限
公司及越秀地產（作為擔保人）訂立收購契約，收購
廣州珠江新城的國際甲級寫字樓越秀金融大廈，協定
收購金額為78億元人民幣。收購完成後，越秀房產
基金擴大後的資產組合估值預計是香港和新加坡上市
房產基金所持的中國資產組合中規模最大的。
另外，旭輝永升服務（1995）昨宣布，以每股

15.76元配售8,352萬股，集資13.16億元，主要用作
未來機會出現時作業務發展或投資，以及作為營運資
金及一般用途。配售代理為摩根大通以及中信證券。
公司指，配售價每股15.76元，較上周五收市的17.28
元折讓約8.8%。配股集資淨額預期為13.04億元。今
次配售涉及的8,352萬股相當於發行前的5%或已擴大
股本的4.76%。
英皇集團旗下傢俬零售連鎖店歐化國際（1711）發
盈喜，料虧轉盈，預期截至今年9月止6個月，公司
將錄得不多於100萬元之純利，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104.5萬元之淨虧損，預計公司今年將扭虧為盈。歐
化國際解釋有關變動主要是由於總收入上升約10%所
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身陷
債務危機的中國恒大(3333)日前在寬
限期前兌付8,350萬美元債利息，令
市場信心增加後，昨再有好消息公
布。恒大指，深圳公司包括深圳、東
莞、江門、汕尾、珠海，以及中山6
地10餘個項目的復工復產工作正有序
進行中，全力以赴落實政府保交樓的
要求。消息指，進度較快的有深圳恒
大城市之光、江門恒大泉都、中山恒

大御府等，將陸續向業主交付。
據內媒報道，為了自救，恒大集團

主席許家印日前於集團復工復產專題
會上表示，將於十年內實現由房地產
業轉型至新能源汽車產業。未預售過
的單位或項目今後要全部改為現樓銷
售，恒大房地產十年內銷售規模將自
去年的逾7,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下降至每年約2,000億元。只有復工
復產，恢復銷售及經營，才能解決上

下游合作夥伴的商票兌付及完成財富
產品兌付，以及逐步歸還金融機構的
借款。
集團旗下恒大地產上周公告指，9

月及10月到期的美元債券支付利息寬
限期未滿就兌付了利息，並指公司自
9月14日以來，除恒大於9月28日簽
訂協議出售盛京銀行約17.53億非流
動內資股外，出售恒大資產的情況尚
未取得重大進展。

本周需付逾3.5億債息
據彭博社統計，即使恒大能償還

8,353萬美元債息，直至明年1月，單
計境外債券，集團尚有8.84億美元
（約68.9億港元）的應付債息。
本周集團就有一筆2024年到期的美

元債，原本需於9月29日付息4,517
萬美元（約3.52億港元），當時所獲
得的30天寬限期將近屆滿。

恒大：粵6地多項目復工「保交樓」

越秀房產基金78億收購穗甲廈

●越秀房產基金是次收購的甲廈位於珠江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