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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新安排鼓舞 旅遊股起飛
航班瀏覽人次激增120倍 東瀛遊爆升36%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宣布香港放寬入境檢疫措

施 ，由現時「3+4」調整為「0+3」，下周一生

效。受消息刺激，航班瀏覽人次一度較上周同期激增120

倍，昨日多隻旅遊相關股份逆市上升，其中旅行社表現最

搶眼，東瀛遊（6882）爆升36.36%，縱橫遊（8069）彈

13.33%，專業旅運（1235）及攜程集團（9961）分別升

10%及5.13%。不過，整體大市表現仍疲弱，恒指收市更

失守萬八關，收報17,933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根據市場統計，
今年首8個月點心債發行額為歷年同期的高峰。財
庫局局長許正宇昨出席活動時表示，深圳市政府
去年首次來港發債50億元人民幣，是首次有內地
市政府來港發債，獲豁免徵收其利得稅，而為了
便利內地更多省市在獲得中央授權後來港發債，
政府將考慮擴大以上稅務優惠的涵蓋範圍至其他
內地省市人民政府日後在港發行的債務票據。

北水藉債券通投資港離岸債增
許正宇表示，環球正進入加息周期，發行人民

幣債券的成本相對下降，有利推動更多發行人來
港發行點心債，同時由於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市場
存在息差，近日內地投資者通過債券通南向通投
資香港離岸債券出現增長趨勢，他亦認為在目前
全球、內地及香港的利率市場三面互動下，為點
心債發行營造了良好的市場氛圍。

冀專項政策支持在港發離岸債
為繼續推動本港債市發展，以及鼓勵更多內地

機構，特別是地方政府和有信譽的企業通過香港
平台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許正宇認為本港可尋
求內地支持，設立在香港發行離岸債券的專項政
策，並研究有關產品類型、企業、地區和配額制
度等試點安排。

加大力度拓港綠債融資市場
許正宇提到，鑑於內地和全球對綠色融資的需

求不斷增長，香港亦會加緊把握這新機遇，而去
年共有310億美元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在港安排
發行，佔亞洲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市場的三分之
一，民企發行人約佔九成。按發行量計算，超過
80%的債券由內地機構發行。他透露政府計劃於
2021至2022年度起的五個財政年度，因應市場
情況，於綠債計劃下發行合共約1,755億元等值
的綠色債券，並會涵蓋不同的幣種、綠色項目和
發行渠道，未來政府亦將加大力度發展香港的綠
色債務融資市場。
財庫局和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省大灣區

辦公室）昨以視頻會議形式，合辦「拓展離岸人
民幣債券市場活用債券融資助力大灣區發展」座
談會，深入研究本港點心債市場的未來發展方
向。許正宇透露，為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財庫局內部將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工
作小組」，推動年輕同事更加深入了解國家機遇
以及提出政策構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與英國智庫Z/Yen集團22日聯合發布「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
數報告（GFCI 32）」顯示，香港的總排名為全球第四位，整體
評分為725分。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稱：「報告指出相對其他主
要金融中心金融從業員對所屬城市的展望相比，香港的從業員對
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競爭力最為充滿信心。政府會繼續
吸納意見，勇於改革，吸引人才和企業來港，鞏固和提升香港的
資本市場及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鞏固和提升港金融中心角色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每半年發布一次，今年3月發布的報告

（GFCI 31）顯示，香港的總排名全球第三位，得分715分。
政府發言人指，政府一直致力用好國家政策和「一國兩制」下

的制度優勢，包括優良的法治傳統、市場化及國際化的營商環
境，加上穩健的基礎設施配套、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全面的
金融產品，以及資訊和資金自由流通等，持續提升香港作為全球
領先金融中心的競爭力。香港亦擁有穩健成熟的監管及風險監察
體制，配合本港金融市場強大堅固的緩衝和抗震力，令香港金融
市場一直保持穩健。

擁制度優勢 保金融市場穩健
香港一直致力連繫國際和內地的市場和投資者，助力內地金融

市場進一步改革開放。發言人舉例，早前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宣布進一步擴展互聯互通安排，包括將推動符合條件在香港主
要上市的海外企業證券納入港股通合資格證券範圍、研究允許在
港股通增加人民幣股票交易櫃枱，及支持在香港推出國債期貨。
此外，財庫局與深圳前海管理局聯合發布支持前海深港風投創
投聯動發展的十八條措施，也大力推動香港在互聯互通方面的發
展。政府會繼續以創新思維發展本港的金融服務業，積極主動對
接好國家的發展戰略和需要，一方面為香港開拓更大的發展空
間，另一方面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發展大局。

港大經濟「綠皮書」
建議撮要

◆累積人力資本和無形資本

◆ 香港應設法網羅人才，在 25年內達
致千萬人口，每年須引進10萬人

◆ 達至加強版金融業、升級版服務
業，以及新興高科技業

◆ 創建優質工作之城，包括人才策
略、研發投資方面的公私營合作、
與內地城市的策略性合作，以及借
力高等教育界別

◆ 在本地建立碳交易市場，吸引更多
綠色資金和新能源公司來港集資上
市

◆ 對研發的稅務寬減，以及研究人員
與大學之間知識產權分享的改善安
排

◆ 悉數退還取得永久居留權的人才已
付的雙重印花稅

◆ 各政府部門加強大灣區內香港及其
他城市企業的跨境合作

◆可考慮設立官方公屋單位交換制度

◆ 香港長者可藉廣東計劃在當地安老
院享用較優質的服務和環境、在大
灣區設立「銀髮邨」

◆ 容許租置和居屋業主將單位自由出
租

◆ 長遠政府應將所有公屋低價出售給
住戶

多隻與旅遊相關股份昨逆市升
股份

東瀛遊（6882）

縱橫遊控股（8069）

專業旅運（1235）

攜程集團（9961）

國泰航空（029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昨收(元)

1.05

0.187

0.275

206.8

8.92

變幅(%)

▲36.36

▲13.33

▲10.00

▲5.13

▲1.02

港居全球金融中心第4位
特區政府：吸納意見勇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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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置盼進一步放寬入境檢疫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本港經濟正面對多重挑戰，港大
經管學院昨發表「香港經濟政策
綠皮書2022」，為香港未來經
濟發展獻策 。香港大學首席副
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
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兼香港經
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總監王于漸
指出，香港應作好準備，透過招
聘海外人才和投資本地人才，以
擴充知識人才庫；降低入境簽證
門檻以吸引國際人才，更應是重
中之重。

本地培訓 重金禮聘外地人才
「綠皮書」輯錄8篇文章，內容包括香港經濟未來
方向、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創建優質工作之城、建
立國際碳交易樞紐角色、推動創科，以及房屋問題和
「北部都會區」發展等。
港大經管學院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及亞洲
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指出，香港正面對嚴峻人才短
缺問題，特別是創科人才。他認為，提升人才數量有
三大方法，分別為本地培訓、重金禮聘吸納外地人
才，以及鼓勵外國公司在港設立分公司等。

解決房屋資源 改善錯配現象
增加引入人才後，下一步就是有否足夠房屋資源。
學院指，公營房屋政策僵化導致重大效益損失，租戶
與單位錯配是主因之一，要逐步改善現有制度下的錯
配現象，建議60歲或以上長者住戶，及不從事經濟
活動的住戶，可編配至偏遠地區公屋，以及推出調遷
計劃，若租戶能提供長期聘書作為證據，應可選擇調
遷到較接近工作地點的屋邨，任何調遷或安置行動，

應以住戶的就業及經濟活動作為編配地區考慮；可考
慮設立官方公屋單位交換制度，便利租戶，進一步善
用公屋單位。 同時可利用粵港澳大灣區改善公屋編
配效率及解決房屋短缺的機會。

應將所有公屋低價出售給住戶
學院又指，香港樓價有異常難以負擔的危機，主因

是公屋租金未能因時制宜，以致低端私人樓宇的價格
對房屋供應不足極度敏感，建議容許租置和居屋業主
將單位自由出租，就能惠及租置和居屋業主以及低收
入私樓租戶，而無須對公屋租戶加租。
長遠而言，學院建議政府應該將所有公屋低價出售

給住戶，並且容許買者無須補地價就能自由出租。這
個方案能讓低端私樓的價格不再對房屋的供求狀況異
常地敏感，也能讓「太空艙」和劏房泛濫的現象不再
重現。
對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被新加坡追過，由第

三跌至第四，王于漸笑指：「其實要追返唔難。」他
認為，這只是受到疫情影響下短暫的警號，相信疫情
過後便會恢復，政府應該採取與其他國家相似的政
策，視乎情況盡力開關，令人才恢復流通，重建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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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于 漸
（中）稱，
降低入境簽
證門檻以吸
引 國 際 人
才，是重中
之重。右為
鄧希煒 。
莊程敏 攝

◆許正宇認
為，本港可
尋求內地支
持，設立在
港發行離岸
債券的專項
政策。

恒指昨跌恒指昨跌穿穿1800018000點大關點大關

◆

港
股
連
跌
4
星
期
。

中
通
社

受俄烏衝突升溫與香港多家銀行因美聯儲
持續加息而上調最優惠利率（P）影

響，昨日大市表現仍然疲軟，恒指昨早低開
92點，午後跌幅擴大，失守18,000點關口，
最多跌221點，低見17,926點，再創逾10年
新低。恒指昨最終收報17,933點，跌214點或
1.18%，大市成交逾808億元。國指昨收報
6,114點，跌81點或1.32%。恒生科技指數昨
收報3,589點，跌84點或2.29%。三大指數均
連續4星期錄得下跌。

不敵息魔 港股失守萬八關
不過，香港政府放寬入境檢疫措施至「0+

3」，令旅遊相關股份上升，當中以旅行社最
搶鏡，東瀛遊收報1.05元，爆升36.36%；縱
橫遊亦大升13.33%，收報0.187元；專業旅運
升10%，收報0.275元；攜程集團升5.13%，
收報206.8元。國泰航空（0293）曾升過2%，
收升1.02%，報8.92元。
旅遊網站Trip.com香港及台灣地區電子商
務主管葉卓銘昨表示，在政府公布「0+3」檢
疫安排後，昨日0:00至15:45期間，Trip.com

（香港）航班瀏覽人次較上周同期激增120
倍。而截至昨日14:30，Trip.com（香港）航
班搜索量激增95倍，訂單量較上周同期增長
50%。航班方面，前五個出境目的地分別是
東京、曼谷、大阪、首爾和新加坡，訂單增
幅較上周同期分別為650%（東京）、200%（曼
谷）、30%（大阪）、100%（首爾）和100%
（新加坡）。
昨日與旅遊業相關的零售股表現卻未能受

惠，其中莎莎國際（0178）昨下跌1.65%，收報
1.19元。周大福（1929）昨下跌3.17%，收報
15.26元。

「陰乾式下跌」 短期仍尋底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放寬入境檢疫
措施至「0+3」對旅遊業、零售業以至香港實
體經濟表現有一定利好作用，但由於市場早
已預期香港將會放寬入境檢疫措施，多隻與
旅遊業及零售業的股價早已反映相關狀況，
因此他認為現時才入手相關股份短炒博上升
已經太遲，故他不建議投資者大手購買相關

股份作短線部署。
此外，他認為，在俄烏衝突升溫與美聯儲

持續加息的大環境下，港股難有良好表現，
他形容恒指近期出現「陰乾式下跌」，更失
守18,000點關口，創下年內新低，因此他希
望短期內恒指能守住17,500點。

衰退陰霾籠罩 後市仍審慎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亦認為，衰退

陰霾籠罩，大市去向仍審慎。他指，現時全
球三大主要經濟體，美國、中國及歐洲現時
均面對嚴峻挑戰，並似乎有越來越多證據顯
示全球經濟前景將進一步惡化。其中，反映
貨運情況的集裝箱指數如CCFI及SCFI跌勢
未止，航運市道亦出現「旺季不旺」慘況；
聯邦快遞(FedEx)上周之盈警更是一大佐證，
加上今年較早時候Walmart及Target等美國
零售商因庫存問題而紛紛下調業績展望，下
年經濟衰退恐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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