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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降全年 GDP 預測 料僅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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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若持續緩和 經濟可避過技術性衰退

受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打擊，本港經濟在今

本港經濟數據表現

& 7.

年第一季面對巨大壓力，特區政府統計處昨公布
 

第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修訂數字，首季 GDP







項目

2021年

2022年

按年收縮 4%與預估數字相同。不過，鑑於首季 GDP 表



現遜預期，及展望出口前景惡化，政府下調全年 GDP 增



長預測，由今年 2 月預測增長 2%至 3.5%，下調為增

私人消費開支

+2.3％

+7.3％

+6.5％

+5.3％

-5.5％



1%至 2%。經濟師則展望，本港疫情有望持續緩和，本



政府消費開支

+6.3％

+2.8％

+5.1％

+4.1％

+6.0％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5.4％ +23.8％ +13.0％

-0.6％

-8.4％

地需求繼續復甦，若內地疫情逐步緩和，經濟活動將有

+30.6％ +20.5％ +14.2％ +13.5％

-4.5％



「追趕式」反彈，全年經濟料有正增長。



整體貨物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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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最新經濟預測
2 月 23日預測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服務輸出

-8.3％

+3.9％

+5.8％

+6.9％

-2.8％

基本消費物價指數

-0.2％

+0.3％

+1.1％

+1.2％

+1.6％

註：為按年變幅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最新預測

經濟增長率

2-3.5%

1-2%

基本通脹率

2%

2%

年第一季經濟報告》，指出在出口及本地經
政府昨公布《2022
濟活動轉弱下，香港經濟今年首季明顯惡化。外圍方面，環

球需求增長減慢，加上疫情對跨境運輸造成干擾，顯著拖累出口表
現。本地方面，第五波疫情及因而實施的限制措施，嚴重打擊廣泛
的經濟活動和經濟氣氛，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收縮 4%，逆轉先
前四季的增長趨勢。
整體貨物出口在第一季急劇惡化，按年下跌 4.5%。輸往內地的
出口轉為急跌，輸往美國、歐盟和亞洲其他主要市場的出口增長放
緩。隨着環球經濟增長減慢、貨運往來縮減，以及跨境金融及集資
活動減弱，服務輸出按年收縮 2.8%。內部需求明顯轉弱，私人消
費開支轉為錄得 5.5%的按年跌幅。營商氣氛轉差，整體投資開支
的按年跌幅擴大至8.4%。

通脹仍溫和 經濟料續改善
政府經濟顧問梁永勝昨在記者會上表示，雖然本地疫情已由高位回
落，經濟活動應會逐步恢復，但鑑於第一季表現遜於預期，同時考
慮到出口前景惡化，因此下調今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測，由《 財
政預算案》公布的增長2%至3.5%，向下修訂至1%至2%。展望本地
成本壓力仍然大致輕微，通脹在短期內會維持溫和，故維持今年基本
消費物價通脹率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分別為2%及2.1%的預測。
展望未來，梁永勝認為仍難預測今季經濟會重拾增長或繼續收
縮，因取決於出口會否惡化與內需回復的拉動力度。強調如果疫情
繼續緩和，今季經濟較大機會好過首季，未來幾季經濟亦會持續改
善，不擔心香港步入技術性衰退。未來的風險主要在於，烏克蘭局
勢持續緊張料會使國際能源和商品價格維持高企，加劇對供應鏈及
運輸的干擾，並打擊經濟氣氛。面對通脹加劇，主要央行料將加快
收緊貨幣政策，當中，美國加息步伐較快，目前已累計加息 0.75
厘，可能影響環球需求增速，進一步壓抑環球經濟增長。此外，環
球疫情的演變和中美關係的發展，也會增添不確定性。

總商會：冀對外正常通關

◆ 梁永勝預 料 ， 未 來
幾季經濟將持續改
善，不擔心香港步入
技術性衰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總商會主席王冬勝昨日亦指，美國加息縮表，香港的情況一定要
跟隨，對營商環境會有負面影響。他認為，隨着世界各地陸續對外
開放，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持續提高，為香港對外通關提供有利的條
件，希望政府盡快放寬旅遊限制，與海外恢復正常來往，以維持香
港作為國際航空及商業樞紐的地位。



















本港整體貨物
出口主要市場增長減慢
2021

內地疫情若緩和 利港經濟

維持港航空商業樞紐地位





就香港經濟首季發展情況，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認為，政府下
調全年 GDP 增長預測屬合適及反映實際情況，由於首季 GDP 按年
下跌 4%，估計上半年經濟都可能出現收縮。他指，商會今年初已
下調香港全年 GDP 增長預測至 1.2%，現時仍維持全年增長 1.2%的
預測。他期望在政府陸續放寬社交措施及開放對外正常通關後，下
半年出入境人數增加，將有利推動本港經濟下半年重回正增長。

大新銀行高級經濟師溫嘉煒展望第二季經濟表現亦料會輕微收縮
0.2%，估計下半年才能回復正增長，全年料增長0.5%，明年或加快
至增2.3%。他相信本地需求繼續復甦，如果內地疫情逐步緩和，經
濟活動上有「追趕式」反彈，對香港經濟有正面影響。但提醒，商
品價格高企及環球供應鏈受阻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同時要注意美
國未來幾個月如果加快加息，對整體需求會否產生更明顯壓力。

金管局撐港元
兩日三度接錢逾85億

全年

2022

第4季

+17.7%

+8.5%

-13.4%

美國

+20.5%

+23.2%

+11.2%

歐盟

+19.9%

+21.4%

+2.1%

東盟

+18.4%

+26.0%

+13.6%

印度

+32.6%

+47.1%

+38.0%

日本

+7.2%

+6.2%

+7.7%

韓國

+41.0%

+44.3%

+9.8%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港息或速升 小心樓市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美國通
脹持續高企，市場預料美聯儲將持續大
幅加息，政府經濟顧問梁永勝昨預期，
在聯繫匯率制度下香港遲早跟隨美國加
息，提醒市民要注意港息上升對樓市的
風險，因個人供樓開支會增加，同時香
港經濟也可能受到加息影響。

按息若增1厘 每月供款增14%
梁永勝表示，加息會影響資產價格表
現，按揭利率若增加1 厘，供樓人士每月
供款會增加約 13%至 14%。由於今次美
國加息步伐快，港匯目前已經觸發 7.85
弱方兌換保證水平，因此今次港息的上
升速度可能比美國上次加息周期為快。
金管局近日已三度入市撐港元，他強

調，港府財政穩健，外匯儲備充裕，有
能力承受衝擊，認為美國加息不會令香
港出現系統性風險。
據政府《2022 年第一季經濟報告》，
住宅物業市場在第一季偏軟，市場氣氛
受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和本地疫情嚴峻
打擊，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的住宅物業
買 賣 合 約 總 數 較 上 一 季 急 挫 34% 至
10,056 份 ， 較 一 年 前 大 跌 45% ， 是 自
2018 年第四季以來的最低水平。住宅售
價在第一季內下跌 3%。但市民的置業負
擔指數仍處於約71%的高水平。

各成本大致受控 通脹壓力輕
此外，本港首季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按年上升 1.6%，升幅高於上一季的

人幣續弱 離岸價曾跌穿6.83
美匯強，人民幣亦繼續走弱。中國外匯
交 易 中 心 中 間 價 昨 下 調 606 個 點 子 至
6.7898，為 20 個月新低，雖連續 9 個交易

日強於市場預期，依舊難阻人民幣貶值
壓力。中間價公布後，在岸 CNY 曾跌穿
6.81 大關，為 2020 年 9 月底來最弱；離
岸 CNH 亦貶值至 6.8370，刷新近 19 個月
來最低。下午銀保監會講話後雙雙反
彈，CNY、CNH 分別在 6.79、6.8 附近
波動。
加拿大皇家銀行亞洲外匯策略師 Alvin
認為，京滬兩地疫情封控加劇房地產疲
軟，打擊市場情緒。人民幣貶值也為經濟
提供支撐，預期人民幣短期目標就在 6.8
附近，押注人民幣會繼續下跌是不明智
的，料在京滬解除封控後，監管部門會出
台刺激政策來重振經濟。
瑞銀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
中國經濟學家汪濤亦指，4 月外匯儲備下
降 683 億美元至 3.12 萬億美元，短期加劇
人民幣貶值壓力，該行預計未來幾個月內
人民幣兌美元進一步走弱，在年中可能突
破7，但年底料重新回到6.9。

第1季

內地

註：為按年實質變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港匯續
弱，金管局昨再出手撐聯匯。金管局昨日
上午接貨 28.65 億港元，為兩日內第三度
入市，三次合共接 85.33 億港元。以此計
算，下周一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將減少至
3,290.58億港元。
香港資金續流走，港元拆息則個別發
展。據銀行公會數據顯示，與樓按相關的
一 個 月 HIBOR 由 升 轉 跌 ， 報 0.17958
厘，按日跌近 0.02 點子。隔夜息微跌至
0.04435 厘；1 星期 HIBOR 跌至 0.06976
厘；2 星期 HIBOR 跌至 0.10827 厘。中長
息表現則全線升高，3 個月 HIBOR 升至
0.82661 厘，6 個月 HIBOR 升至 1.55506
厘；12個月HIBOR升至2.48958厘。

1.2%。市民關注香港通脹會否持續上
行。梁永勝表示，在地緣政治局勢升溫
及供應鏈瓶頸的影響下，許多主要經濟
體的通脹仍處於高水平，或會使外圍價
格壓力持續高企，在新冠疫情對供應造
成短暫干擾的情況下，本地基本食品價
格顯著上升；能源相關項目和衣履的價
格亦錄得顯著升幅。但本港其他主要組
成項目承受的價格壓力仍大致受控。
他指，由於本港商業樓宇租金仍然偏
軟，以及工資增長維持溫和，本地成本壓
力仍然大致輕微，因此總體而言香港通脹
在短期內應會維持溫和。政府對 2022 年
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
率的預測，分別維持在 2%及 2.1%，與
《財政預算案》公布的預測相同。

港股彈518點 氣氛仍審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強美元
擾亂全球投資市場，近日港匯多次觸發
弱方兌換保證水平，金管局已在市場買
入約 85 億港元，不過昨日 A 股造好，港
股借勢反彈 518 點或 2.7%，收報 19,898
點，惟成交額未配合，僅得 1,167 億元，
顯示投資者審慎為主。統計全周，恒指
累跌103點，連跌兩周。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
示，港股在本周最後一個交易日展現彈
性，恒指升近 520 點，上試 20,000 點關

口，而 20,700 點是目前的中短期好淡分
水線所在。但從中短期來看，如果美股
能够出現超跌後回穩的話，估計港股的
彈性將可更加明顯。
近日港元兌美元匯率多次觸發弱方兌
換保證水平，葉尚志稱，消息對股市氣
氛構成影響，港匯目前的弱勢主要是受
到套息交易活動所致，暫時未見有出現
資金根本性外流的趨勢，至於人民幣的
適度貶值，對內地整體出口有利。因
此，對於港匯以及人民幣走弱對股市的
打擊，暫時不需要過分悲觀看淡。

強積金上月人蝕 1.15 萬

◆港股昨勁彈，惟成交僅得1,167億元。
中通社

此外，強積金顧問公司駿隆昨公布，4
月份強積金平均回報下跌 4.7%，即每人
平均蝕 11,488 元。若計算今年首 4 個月，
強積金平均回報更下跌 10.7%，即每人要
平均蝕27,806元。
對於打工仔的投資部署，駿隆常務董
事陳銳隆認為，傾向高風險的投資者，
可考慮估值較低、通脹較溫和、採取較
寬鬆貨幣政策的 A 股及港股，並趁低吸
納。偏好歐美股份的投資者，需留意基
金經理的選股能力，年初至今最佳及最
差回報表現，可以相差達 14.2%。債市短
期較波動，低風險投資者可考慮轉移資
產至保守基金中，以減低資產虧損機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