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持續港企信心略跌
上月PMI降至52.4 訂單及產出增長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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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向上

令私營企業營商信心受影響，

最新的6月標普全球香港採購經理指

數（PMI）由5月的54.9降至52.4，

顯示私營經濟連續三個月高於50持平

線，景氣狀況進一步好轉，惟在疫情

持續掣肘下，6月增長率明顯較5月回

落。有港商指出，影響6月PMI因素

包括疫情、地緣政治及港元總體呈強

勢等，美國若取消部分對內地商品加

徵的關稅，或可提升港企信心，但總

體來看，下半年經營環境仍然「難

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導致6月PMI增長減慢原因，其中
一個為訂單需求與產出在疫情反

覆的情況下繼續增長，但升幅減慢，
導致採購活動緊縮；加上供應商表現
進一步倒退，企業預期未來12個月將
會減產。而且，疫情衝擊內地與海外
市場，6月數據顯示，海外需求重現緊
縮，而來自內地的新訂單亦連續13個
月下跌。

需求重現緊縮 轉吹淡風
企業信心亦明顯轉差，調查機構標
普指出相對於過去兩月樂觀情緒，6月
營商情緒轉吹淡風。企業匯報指，疫
情令信心減弱，為客戶以至整體私營
經濟帶來不明朗影響，但由於積壓工
作持續第三個月增加，因此繼續於第
二季尾增聘人手。

標普又引述受訪企業表示，疫情再
度干擾着供應商表現。6月數據顯示，
供貨時間已連續14個月拉長，惟拖延
程度已見收斂，為5個月最低。即便
供應商表現的惡化程度有所回落，但
新訂單增長減慢，則令企業於年中減
購投入品。至於採購庫存，則僅輕微
上升，不少業者就此特別提及，積極
減持投入品和半製成品的現有存量。

成本再升 通脹期達21個月
價格方面，6月整體投入成本再度上

升，將目前的通脹期推至21個月；但
升速已減緩至15個月低位。採購價格
急劇上升，主要來自原材料及運輸成
本飆升，加上薪資成本加重，因而令
企業的成本負擔加重，為轉嫁部分成
本予客戶，企業大幅調高產出價格。

標普全球市場財智經濟學家Laura
Denman昨表示，隨着新增訂單與業
務活動擴張減慢，香港私營經濟於6
月增長放緩。與此同時，來自海外與
內地的需求同時緊縮，反映整體訂單
由本土市場支撐。由於前景的不明朗
因素增多，營商信心轉弱，採購活動
萎縮。
Laura Denman又稱，疫情持續成為

私營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日後
一旦疫情回穩、防疫政策鬆綁，香港
的私營經濟有望全面反彈；惟下行風
險仍在，包括投入品採購的通脹壓力
尚未緩解。

觀望美如何調整對華關稅
就日後營商環境，香港經貿商會會

長李秀恒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影響上月PMI表現主要有3個因
素：首先是疫情持續和未能通關問
題，影響整體經濟表現。其次是地緣
政治環境，如烏俄衝突、中美貿易
戰。最後是港元總體上呈強，勢導致
香港出口競爭力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他稱，有外電指美國或
最快本周內宣布取消對內地商品徵收
部分關稅，如果成事會對製造業有些
幫助，但他擔心美國又有可能向內地
科技產品加徵關稅，變相抵消取消內
地商品關稅的效益。
李秀恒預期，下半年經營環境都是

「難捱」，廠商都趨向審慎，不敢過
分進取，因為疫情和地緣政治等因素
都不明朗，加上原材料價格亦較為波
動，廠商都積極開發高效能、低勞動
力產品，以減低成本上漲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香港信保局昨
日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財政年度之業務情況，
錄得受保業務總額約1,341億元，按年增加約
2.6%，全年溢利2.33億元，按年升約9.9%，包
括承保收入7,612萬元，以及投資收入1.57億
元。期內收入3.12億元，按年升約7.6%。

美國佔受保總額30.7%最多
香港信保局三大受保市場依次為美國佔受保業

務總額 30.7%、內地佔 29.2%，以及英國佔
3.9%。受保產品方面，電子產品為最大受保產
品類別，業務總額按年上升3.5%。紡織及成衣
和電器分別上升29.5%和下跌23.5%，位列第二
及第三。年度內，已獲悉賠償為813萬元，按年
下跌約78.3%。按市場計，加拿大佔32.6%，其
次為內地佔23.1%。
香港信保局諮詢委員會主席吳宏斌昨表示，全

球各經濟體仍面對各種不確定性，新冠肺炎病毒
導致全球經濟活動收縮，亦嚴重擾亂國際供應
鏈。多國政府以巨額借貸應對疫情，全球債務水
平已達歷史新高，預期將繼續攀升。另一方面，
俄烏衝突更造成地緣政治上的不確定性，雖然環
球經濟前景偏淡，但香港信保局仍致力保障香港
出口商，支持香港出口商努力發掘內地和大灣區
發展的新商機。

延長支援措施助出口商
此外，香港信保局已延長因應中美貿易摩擦及

疫情而推出的支援措施，以及「百分百信用限額
提升計劃」6個月至今年12月底，藉此支持香港
出口商。另一方面，香港信保局已於3月底以試
行形式推出「出口信用擔保計劃」為期12個
月，為保戶的出口融資提供最高至七成的信貸擔
保，擔保額以5,000萬元為上限。

信保局受保業務
去年總額升2.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7月新盤大混戰，新地代理總經理
陳 漢 麟 表 示 ， 屯 門 NOVO
LAND第1A期獲批預售樓花同意
書，料下周上載售樓書及開放示
範單位，短期內開價，有信心本
月內開售。

NOVO LAND料月內開售
他指出，NOVO LAND第1A
期各種前期準備工作已準備就
緒，下周起將分兩階段逐步開放5
個示範單位。項目提供824伙，
戶型涵蓋開放式至四房戶。
由於項目與西部通道距離短，

商場NOVO Walk將獲永東旅行
社進駐。永東直巴管理公司副總
經理蔡順基表示，計劃提供跨境
直通巴士服務，料每日共 4班
次，往返深圳灣口岸，首月住戶
可享半價。同時，將設自助售票
機，以及可為個別客戶安排跨境
豪華商務轎車服務。

凱柏峰I今發售238伙
另一邊廂，信置夥嘉華、招商

局置地及港鐵合作發展的將軍澳
日出康城凱柏峰I今日次輪發售
238伙。信和置業執行董事田兆源
表示，該盤昨日下午1時截票，
累收近4,000票，超額登記近16

倍，今批入票客中首選三房戶佔
比由10%增至15%，反映換樓家
庭客增加。此外，入票客中投資
者比例亦由首輪約 20%升至
30%。此外，經絡按揭及中原按
揭為項目提供低息及高成數雙重
按揭優惠。

佳悅周日首輪銷售50伙
至於佳寧娜及宏達控股合作發展

的長沙灣佳悅落實於10日（周日）
展開首輪銷售50伙，並於9日（周
六）截票。市場消息指，項目累收
約150票，超額登記2倍。首輪發
售50伙，包括36伙開放式及14伙
一房戶，扣除最高6%折扣，折實
價345.9萬至587.3萬元，折實呎價
17,383至22,129元。
另外，同區長實旗下愛海頌夥

拍美聯推出優惠促銷三房戶，美
聯住宅部行政總裁（港澳）布少
明表示，首5名透過該行購買愛
海頌一手三房單位買家，成交收
樓後首個月透過該行放租，並於
首半年內租出，將可獲贈代付租
務佣金2萬元。
長實高級營業經理梁焯鏗表

示，愛海頌餘下30伙待售，其中
入場單位為3座9樓B室，面積
786方呎，折實價1,301.7萬元，
呎價16,561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
（0388）行政總裁歐冠昇最新接受彭博訪問
時指出，預期會有更多在港二次上市的公司
考慮在香港主要上市，因為他們的交易量更
多地轉移到香港，市場規則有此要求。他有
信心，香港與內地加強聯通，中概股在港的
股份交易量將持續上升，這現象有助提升港
交所的前景。
歐冠昇表示：「隨着時間的
推移，阿里巴巴（9988）
及其他公司都會看到，
很多交易都轉到港股
進行，當成交總額
超過55%是在港交
所交易時，他們
就別無選擇。」
根據現行規
則，如果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的上
市股份，其全球
成交總金額有55%
或以上都在港交所進
行，有關公司將被要
求將其上市地位，轉換
為主要上市地位。儘管如
此，根據彭博彙編的數
據，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
大多數第二上市公司，都遠未達到這一門
檻。
歐冠昇並沒說明，阿里巴巴是否曾與港交

所就轉為主要上市地位進行過磋商。阿里巴
巴也未就此回應外電的提問。阿里巴巴昨日
上漲1.6%，一度見過2月以來最高水平。歐
冠昇預期，隨着香港與內地聯繫更深，可能
會看到更多雙重上市的公司，最終都轉向在
港作主要上市。

市場漸傾雙重主要上市
例如嗶哩嗶哩(9626)上周獲股東批准，將

其在港的第二上市地位，轉換為雙重主要上
市，而再鼎醫藥(9688)已於 6月完成該程
序。港交所上市主管陳翊庭在該採訪中亦表
示，她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回歸港股

的發行人，都傾向於雙重主要上市，
而不是過往的第二上市。她

說，尋求轉換上市地位的
公司，也可與港交所討
論在一段時間內繼續
豁免，以幫助其順
利過渡。
阿里巴巴是最
著名的雙重上市
公司，但卻被排
除在「港股通」
外。長久以來，
市場一直熱烈憧
憬阿里巴巴等公
司獲納入「港股
通」，但目前香港把
第二上市、並有不同投
票權的公司排除在互聯互
通機制外。一些市場參與
者希望，交易所可放寬禁

止此類公司的規則。

智雲健康首日掛牌「潛水」
不過，近期新股首掛的表現仍然欠佳，可

能會影響中概股回歸港股的步伐。內地網上
醫療保健平台智雲健康(9955)昨日上市，股價
卻「潛水」收場。該股收報28.2元，較定價
30.5元低7.5%，成交額約1.2億元，即每手
100股賬面要蝕230元。

歐冠昇有信心中概股成交續升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昨日

宣布推出全新投資者關係網絡平
台—投資服務通（IR Con-
nect），以幫助香港上市發行人
與市場各方建立聯繫及增進溝
通。此外，港交所今日（7日）
會舉辦「走近上市企業系列活
動」第二期，以「投資者關係的
未來趨勢」為主題，探討投資者
關係領域的新興趨勢。

助發行人對外聯繫溝通
投資服務通透過一站式門戶為

香港上市發行人提供一個便捷、
專業、低成本、高效率的渠道，
在推出的初始階段，用戶可以通
過投資服務通免費獲得各上市公
司的概況和相關市場數據。上市
公司則可以免費獲取股東持股情
況分析、市場行情、相關股票關
鍵財務指標及研究評級，以及同
行業股票相關數據及其股東持股
情況，並可訂閱來自領先數據供
應商提供的豐富數據和資訊。投
資服務通將在後期陸續提供更多
互動功能，包括支持上市發行人
與投資者對話的在線溝通工具。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

港交所一直支持上市公司在每個
階段的發展，而推出投資服務通
幫助發行人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
式管理投資者關係。投資服務通
的推出也有助於進一步豐富「我
們」的服務，促進市場互聯互
通、提高市場的便捷性和透明
度。

港
交
所
「
投
資
服
務
通
」登
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大新金融
（0440）其中一名主要股東日本銀行三菱日聯
金融集團公司（MUFG）傳正考慮出售其持
股。外媒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指，MUFG希望減
持股份已有一段時間，並已進行幾次評估。報
道又指，MUFG拒絕置評，大新則未有回應。
據大新金融去年年報，截至去年底，MUFG

持有大新金融約10%股份，即約3,195萬股。值
得留意的是，前日（5日）開市前競價時段，大
新金融曾錄得3,160萬股的大手交易，每股作價
24.25元，較上個交易日收市價高8%，涉資約
7.66億元。而大新金融繼前日收升6%後，昨見
回吐 1.26%，報 23.5 元。同系的大新銀行
（2356）亦收跌2.28%，報6.42元。

翻查資料，大新金融在2019年曾斥資約
5.92億元向MUFG回購1,550萬股，當時每股
作價38.17元，較當時市價輕微折讓1.5%，回
購後股份將註銷，MUFG持股亦由15.18%降
至11.07%。當時大新指，回購可以提升每股
盈利及資本回報率。MUFG則稱，會繼續審視
旗下投資，包括餘下的大新金融股份。

大新金融收跌1.26% 傳主要股東減持

新地屯門盤
下周上載樓書

◆新地陳漢麟（左）及永東直巴管理公司蔡順基一同介紹跨境直通巴士
服務。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指出，中
概股在港的股份交易量持續上升，
有助提升港交所前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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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數據顯示，，海外需求重現緊縮海外需求重現緊縮，，而來自內地而來自內地
的新訂單亦連續的新訂單亦連續1313個月下跌個月下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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