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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11月Nationwide房價月率‧預測+0.5%‧前值+0.7%
11月Nationwide房價年率‧預測+9.3%‧前值+9.9%
10月實質零售銷售月率‧預測+1.0%‧前值-2.5%
10月實質零售銷售年率‧預測-2.0%‧前值-0.9%
11月Markit/IHS製造業PMI‧預測61.0‧前值61.1
11月Markit/IHS製造業PMI‧預測54.6‧前值54.6
11月Markit/BME製造業PMI‧預測57.6‧前值57.6
11月Markit製造業PMI‧預測58.6‧前值58.6
11月Markit/CIPS製造業PMI‧預測58.1‧前值58.2
11月ADP民間就業崗位‧預測52.5萬個‧前值57.1萬個
11月Markit製造業PMI終值‧前值59.1
10月建築支出月率‧預測+0.4%‧前值-0.5%
11月供應管理協會(ISM)製造業指數‧預測61.0‧前值60.8
11月ISM製造業投入物價分項指數‧前值85.7
11月ISM製造業就業分項指數‧前值52.0
11月ISM製造業新訂單分項指數‧前值59.8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112.00
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810美元水
平。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劉應彬又透露，金管局正與內地
監管機構探討理財通下北向通

見證開戶安排，而根據內地部門反
饋，預計有關安排或將在試點的基
礎上逐步實施。他又指當計劃順利
落地後，金管局一定會與內地監管
機構一起考慮業界的意見和要求，
共同考慮計劃的未來發展。

兩地研北向通見證開戶安排
在跨境理財通現行安排下，內地

投資者可親身來港開戶，或經見證

開戶在內地辦理開戶，不過若本身
在內地並未曾開立戶口的香港投資
者，根據內地監管安排，若要開立
北向通戶口則仍須親身開戶，不過
疫情下內地與香港至今仍未正常通
關，或對港人親身前往開內地戶口
造成困難。

港具成區域碳交易中心潛力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論壇活動

時指，內地正面臨能源轉型，香港
可一如既往扮演平台角色，連接國

際資本及內地市場，又透露正研究
將香港定位為區域碳交易中心，預
期有潛力成為「有利可圖」的發展
領域，料初步資金將於年底前流
入。

QDII額度增67億美元
另外，國家外匯管理局昨天發布

的最新審批情況表顯示，截至11月
30 日 ， 合 格 境 內 機 構 投 資 者
（QDII）累計批准投資額度達到
1,540.19億美元，較上一次（6月2

日）的1,473.19億美元增加了67億
美元。
去年下半年起人民幣持續升值，

內地去年 9月末重啟暫停已久的
QDII額度發放，以加強金融雙向開
放，目前審批已趨於常態化。今年9
月，人民銀行宣布開放債券「南向
通」交易，QDII和人民幣合格境內
機構投資者（RQDII）可以通過南
向通開展境外債券投資。在6月人民
幣升值預期持續升溫時，外管局曾
在單日發放逾百億美元QDII額度。

跨境理財通首月匯款額逾2.6億
跨境理財通在10月19

日正式通車，金管局副

總裁劉應彬昨日出席論

壇表示，自理財通推出

以來，市場反應良好，

運作順暢，推出首月已

吸引超過1.3萬名個人投

資者參與，包括來自香

港和澳門的投資者，完

成超過3,600筆交易，涉

及的跨境匯款金額逾2.6

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疫情加快數碼娛樂發展，數碼港行
政總裁任景信昨表示，隨着大眾的
娛樂喜好持續邁向數碼化，全球娛
樂與媒體市場均由數碼產業帶領增
長，全球娛樂和媒體行業市場收益

預期至2025年增長30%，收益達到
2.6萬億美元。他又指，區塊鏈遊
戲、元宇宙及藝術科技等新發展，
亦為數碼娛樂突破界限提供源源動
力。
任景信續稱，全球娛樂與媒體市

場主要由數碼娛樂產業支持，當中
互聯網廣告支出持續增加，去年為
280億美元，今年則為336億美元。
他又稱，全球遊戲市場收益持續增
長，預期至 2025年複合增長率為
4.4%，而且非同質化代幣（NFT）
開始備受市場關注，NFT市場於
2030年預計總值將達到約3,000億美
元。

非同質化代幣助保版權
另外，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

思源昨表示，數碼科技為藝術家提
供更多發表和傳播作品渠道，例如
NFT技術既能保護作品版權，同時

讓創作者分享作品升值經濟效益，
有助支持文化藝術產業的可持續發
展 。 據 資 料 ，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NFT），其全寫是 Non-fungible
token，是來自區塊鏈技術的虛擬資
產之一，能以加密形式把特定資訊
存放於區塊鏈，以代表該物的擁有
權，再透過網上交易平台進行買
賣。
不過，初創企業Articoin聯合創辦

人林樹榮表示，大眾對NFT的認識
仍處於非常初步階段，大多數人對
NFT的印象仍停留於炒賣的概念，
他期望隨着NFT日漸普及，大眾對
此會有所改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有調查顯示，
香港人的退休準備與理財知識水平息息相關，而不
僅僅取決於財富多寡。「信安香港退休健康指數」
調查，於今年9月1日8日作定量網上調查，對
1,000名年齡介乎35歲至60歲，並了解其家庭財務
狀況的香港市民進行了採訪。指數以財務狀況和態
度、健康、社交和活動為骨幹，滿分為100分，
調查結果指整體分數為56分。結果顯示，理財知
識較高的受訪者平均指數比理財知識較低的受訪者
高出9分，理財知識充滿信心的受訪者反而不會一
面倒執着於財務，更嚮往在4個範疇上都取得更佳
平衡。

65%人認理財知識偏低
65%受訪者指自己理財知識水平偏低，收入最高

的組別（家庭月入10萬元以上）亦不例外。理財
知識較低的組別，對投資預期年回報率為10%，而
理財知識較高的受訪者則為7%；另外，72% 的人
對退休時如何運用積存的強積金沒有明確想法，
51%稱退休後生活會依靠積存的強積金及強積金以
外的儲蓄；49%認為他們已為退休作好了財務準備
或已有準備。
信安投資及退休金服務有限公司行政總裁程浩賢

表示，調查表明，認知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缺乏理財知識或會是箇中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梓田） 未來人口老化將成大
議題，粵港澳大灣區醫療需求日增，個別發展商亦擴大相
關業務。新世界(0017)旗下醫療健康業務仁山優社（Hu-
mansa）宣布與兩大醫療機構港怡醫院及卓正醫療簽定合
作協議，拓展大灣區業務網絡，而港怡醫院及卓正醫療將
成為仁山優社在大灣區醫健服務網絡內的核心夥伴，提供
市場首創的個人化一站式專業醫療及身心健康服務。

打造新世代綜合醫療體驗
仁山優社行政總裁蘇嘉威表示，相信未來醫療服務將會

有重大改變，現時大眾除了着重自身健康，還追求更高層
次的個人化目標，創新醫療健康方案，以滿足身心靈需
要。在仁山優社全新的個人化醫健服務新生態的概念下，
品牌將積極與行業夥伴合作，而是次與港怡醫院及卓正醫
療的合作為擴展品牌在香港及內地發展的第一步。在未來
5年，仁山優社將會透過於大灣區建立業務網絡，打造新
世代的綜合醫療及身心健康體驗，滿足新市場及大眾對健
康服務的需要。
港怡醫院執行總裁曾慶亷表示，港怡醫院是次與仁山優

社的合作正配合醫院發展計劃，服務有需要尋求個人化及
全面醫療體驗的市民。部分初期的項目包括與健康保健及
管理和早期診斷服務相關的服務，由專業醫護團隊提供支
援。相信此合作將可促進更多服務發展，以滿足香港市民
對醫療優質服務不斷轉變及增加的需求。
卓正醫療創始人王志遠表示，預見將會有更多企業投資
發展醫療健康服務等領域，樂見卓正醫療可以成為仁山優
社在大灣區的核心夥伴。未來仁山優社將與港怡醫院和卓
正醫療期望在2022年及以後落實更多合作計劃，實現共
同發展。

美元兌日圓上周三受制115.50附近阻力
走勢偏軟，上周尾段跌勢轉急，失守114
水平，本周早段擴大跌幅，周二曾走低至
112.70水平7周低位。世界衞生組織對變種
新冠病毒(Omicron)的蔓延提出警告，市場
避險氣氛濃厚。日經指數本周二下跌至接
近兩個月以來低點，日圓連日擴大升幅。
隨着美國10年期債息本周二下跌至1.42%
水平3周低點，美元兌日圓進一步失守113
水平。據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10月份扣
除新鮮食品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微升
0.1%，連續兩個月呈現小幅增長，數據顯
示日本經濟在第四季有稍好的開端。不過

市場憂慮Omicron將對全球經濟構成影
響，日圓兌各主要貨幣有進一步轉強傾
向。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112.00
水平。

金價料反覆向好
周一紐約2月期金收報1,785.20美元，較

上日下跌2.9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在
1,77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周二曾回升
至1,798美元水平。
雖然美元指數本周初曾反彈至96.44附

近，金價遭遇下行壓力，但美國10年期債
息本周二顯著回落，加上市場避險氣氛依
然高漲，現貨金價在1,770美元之下迅速尋
得支持，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810美
元水平。

美元周二兌主要貨幣挫跌，日圓則是回
探逾兩周高點，此前莫德納(Moderna)首
席執行官表示，新冠疫苗對付Omicron變
體不太可能像對付其他變體那樣有效。世
界衞生組織(WHO)周一表示，這種變體導
致感染激增的風險很高，更多國家關閉邊
境。全球市場的風險偏好受到打擊，對全
球經濟出現更多破壞性結果的擔憂被莫德
納首席執行官的評論進一步強化。
美元跌見至一周多低位，因為市場認為

與病毒的長期作戰將削弱對美聯儲2022
年加息速度的預期。投資者將密切關注美
聯儲主席鮑威爾本周晚些時候的國會作
證，此前他在周一警告說，新冠病毒新變
種的出現使通脹前景變得模糊不清，物價
上漲的持續時間可能超過此前的預期。
美元兌加元走勢，在過去五周多的時
間，匯價正出現顯著反彈，而此前一波跌

勢是由9月20日的1.2895高位下跌至10
月21日低位1.2287，累計跌幅608點，而
當前美元兌加元又再度靠近1.29關，料在
此區之前或會減緩上升步伐。中期較大阻
力看至 1.30 關口以至 200 周平均線
1.3065。 至 於 支 持 位 回 看 1.2720 及
1.2630，較大支撐預估在 25 天平均線
1.2540水平。

美元兌日圓支持位料於111.65
美元兌日圓周二跌見至112.67，為10
月11日以來最低水平，但之後已稍見收
復失地。技術圖表可見，RSI及隨機指數
剛自超買區域回跌，預示美元兌日圓仍然
有着回調壓力。支撐將可留意7月高位
111.65以至110關口，關鍵指向9月險守
着的109關口。至於向上較近阻力先會回
看25天平均線114水平，較大阻力料為
115.51，此區是2017年3月10日觸及的高
位，亦將是當前重要參考，下一級指向
117.50以至118水平。

新世界夥兩醫療機構
拓大灣區業務

數碼產業引領娛樂媒體市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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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表示，跨境理財通正式通車以來，市場反應良好，推出首月已吸引超過
1.3萬名個人投資者參與。
◀劉應彬稱，金管局正與內地探討理財通下北向通見證開戶安排。 資料圖片

● 任 景 信
(左）稱，全
球娛樂與媒體
市場主要由數
碼娛樂產業支
持。旁為陳思
源（中）。

美國長期債息回落 日圓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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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脹或超預期 加元跌勢趨緩
動向金匯

馮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