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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黃金周 內地再現搶金潮
環球經濟不明朗 看重黃金保值避險功能

每逢節假日黃金銷售

歷來旺盛，但今年國慶

期間內地京滬等城市的「掃金

熱」尤其火爆，除了喜歡金燦

燦「黃貨」的大媽大爺躋身商

場搶購外，就連很多年輕人都

大手筆掃金，導致不少爆款黃

金首飾在節日第一天就被一搶

而空。有分析指，黃金熱的再

次回歸和多重因素相關，9、10

月本來就是黃金的消費旺季，

加上目前金價處在一個相對低

點，吸引消費者購買。更主要

的是，近期全球經濟面臨不確

定性，除了美元外多國貨幣貶

值，使得黃金的保值及避險功

能被人們再次看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環球經濟衰退，香港
亦難以獨善其身，港股今年來市值蒸發了11.66萬億
元，恒指同期累跌逾6,300點，跌幅超過全球多個主要
市場。至於亞洲新興股市亦表現遜色，路透社統計，今
年前三季外資流出達697億美元，比2008年「金融海
嘯」發生時的476.3億美元的流出量還多三成以上。市
場人士認為，美國持續大幅加息窒礙環球經濟復甦，而
俄烏局勢引發歐洲冬季能源危機，預料年底前負面因素
都不會消退，恒指將於月內或下試16,100點。

亞洲新興市場走資超08海嘯
港交所（0388）資料顯示，主板最新總市值約30.61萬億

元，較去年底42.27萬億元大減11.66萬億元，跌幅達
27.6%。恒指前日收報17,079點，較去年底23,397點下
挫6,318點或27%，與其他主要指數今年來走勢相若，如

納指跌30.9%、標普500跌22.8%、滬深300跌23%。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指，港股市值大幅蒸發，
主要由於多個負面因素夾擊下造成，可謂「內憂外
患」。外圍因素方面，英鎊大跌，以致香港部分股份
如滙控（0005）、渣打（2888）、長實（1113）等藍籌股均
大受打擊。另外美國大幅加息，香港亦要跟隨加息，
而令港股受影響。至於香港本身亦持續受疫情困擾，
導致經濟大幅衰退，多項負面因素令整體股市受壓，
一直向下尋底。

美息魔肆虐 打擊環球經濟
張智威預料，上述負面因素至今年底仍會持續，美

國今年內將再加息兩次，各為0.75厘，而英國經濟亦
明顯疲弱，現時面臨最大問題——冬天，市場正擔心
歐洲如何過冬。現時因俄烏衝突，俄羅斯天然氣已暫

停供應歐洲，市場憂慮歐洲進入冬季後，因欠缺能源
發電取暖，會令市場出現「搶能源潮」，導致能源價
格上升，進一步拖累經濟。
至於美國加息亦將繼續窒礙經濟增長，雖然前晚市

場估計聯儲局會放緩加息幅度，隔夜美股飆漲765
點，惟美國經濟相當疲弱，如果持續加息，經濟將進
一步收縮，預料第四季環球經濟會因上述負面因素持
續而進一步疲軟。至於香港方面，政府已實施「0+3」
入境檢疫安排，未來要視乎會否「0+0」及本港經濟在
現有防疫措施下能否復甦。

恒指料續尋底 下望16100
張智威認為，現時恒指已跌至17,000點水平，預計本

月內勢將下試16,100點，重返2011年低位。目前關鍵
因素是歐洲將如何處理冬季能源危機，油價近日又急彈

4%，反映市場對此相當敏感，而煤炭價格亦有機會在
短期內急升，暫時希望恒指能守住16,100點水平。

亞洲再現金融危機風險低
張智威表示，亞洲新興市場走資情況嚴重，主要由

於美元太強勁，令全球貨幣及資產相對大幅貶值，資
金因此從非美元市場大量流出；尤其東南亞國家因為
外匯儲備不足以致現時幣值大跌，令市場憂慮「97亞
洲貨幣危機」重現，因此大舉從東南亞市場撤資。不
過他相信，匯率不會導致亞洲再現「金融風暴」，97
年因為泰銖脫鈎美元而引發「骨牌式」金融危機，但
今次情況不同，美匯相對全球貨幣都升值，影響廣及
全球，並非單獨影響東南亞。
另外，瑞信5年期信貸違約掉期（CDS）價格升至
13年高位，市場擔憂瑞信出現財務危機甚至成為「雷
曼2.0」，惟張智威認為，市場經歷過08年雷曼「爆
煲」，骨牌效應引發「金融海嘯」，相信市場汲取經
驗後，今次瑞士會在必要時出手相救，瑞信不會輕易
「爆煲」。

內憂外患 港股今年來蒸發11.66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及A股昨
日休市，但「壞消息再變好消息」。美歐最新公
布的製造業指數顯示經濟衰退，市場反而憧憬美
聯儲會放慢加息步伐，10年期美債息由之前過
4%回落至3.65%，美股連續兩日大幅反彈，亞
太區股市亦造好及A股期貨A50升逾1.3%，截
至昨晚 10：30，ADR港股升 709 點報 17,788
點，分析師認為，歐洲及亞太區股市大反彈，有
助今日港股復市後造好。

歐美數據差 經濟衰退風險增
美國周一公布ISM製造業指數及就業指數，

兩者均遜預期；另方面，歐元區9月製造業採購
經理指數PMI終值跌至48.4，為27個月新低。
經濟數據轉弱，加深了經濟衰退的幾率，但市場
卻將「壞消息當作好消息」炒作。投資者認為，
經濟衰退風險上升，加上瑞信、德銀等大型歐資
投行陷入債務違約邊緣，美國可能會因此而放緩
加息步伐，利率期貨也顯示市場對加息預期降
溫，消息令美股三大指數持續勁彈。
歐美經濟數據差，經濟衰退的風險增，美國可

能放緩加息步伐，美匯指數因而曾跌穿111，重
回聯儲局9月份加息前水平；美國10年期債息也
進一步回落至3.57厘。亞太區股市均造好，日股
大升近3%，澳洲加息幅度少於預期，也令澳洲
股市大升3.8%。德國及法國股市在昨晚7時，升
幅都有大約3%。

英鎊回升 滙控渣打ADR造好
受英鎊回升逾1%刺激，滙控(0005)的ADR回

升7.78%，渣打(2888)ADR也升4.05%。不過，
彭博的報道認為，上述股市反彈主要因為技術
反彈，由於目前市場瀰漫極端的悲觀情緒，基
金的持倉水平也甚低，使標普500指數周一創

出7月以來最大的單日漲幅。但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威廉姆斯
稱，聯儲局在壓抑通脹上，仍有更多工作要做，警告說這個
過程要相當的時間。其言論暗示輕微的經濟衰退，難以令聯
儲局改變加息步伐。
Miller Tabak Co首席市場策略師Matt Maley表示，市場周

一只是在極度超賣下，引發劇烈的反彈而已。在這個熊市達到
最終底部前，他認為股市還會看到更低的低點，因為股市尚未
完全消化衰退的影響。
Oanda高級市場分析師Ed Moya表示，隨着金融風險正在

增加，投資者開始懷疑全球央行會否繼續大幅加息，但他認
為，現時預期聯儲局會改變加息步伐，實在為時過早。因為
美國的加息除了壓抑通脹外，也有助減輕其債務水平，相信
加息趨勢現階段較難改變，惟無可否認的是，美國債息回
落，似乎表明交易員越來越相信全球增長放緩，開始拖累債
券的定價。

不明朗因素多 投資仍審慎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認為，9月大市技術上

「由頭跌到尾」格局，故港股今日出現技術反彈不出奇，但目
前利淡及不明朗因素眾多，在投資態度審慎下，相信真正入市
並持貨的人不會太多，只要後市淡友稍作主動，大市或會再向
下，創出年內新低。以周一的ADR指數計算，港股反彈幅度
或僅170點，今日的反彈幅度要看美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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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製造業PMI深陷萎縮
◆ 美國9月ISM製造業PMI跌至50.9，達

兩年多以來低點，接近完全停滯

◆ 歐元區9月製造業PMI終值跌至48.4，
為27個月新低

◆英國9月製造業PMI升至48.4，自27個
月低位反彈，但仍處於50以下的收縮水
平，也低於初值的48.5

◆ 德國9月製造業PMI終值僅47.8，遠比
初值及市場預期的48.3低，為2020年6
月以來新低，顯示當地經濟放緩速度較
預期快

◆ 法國9月製造業PMI終值報47.7，低於
預期的47.8，仍處收縮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
瓊）今年以來，黃金價格總體
呈先漲後跌又小幅反彈的趨
勢。現貨黃金年初衝上歷史高
位，在 9月底則創出兩年新
低，進入10月又顯示出小幅上
升趨勢，目前不少機構認為金
價有望展開反彈，但亦不排除
後期再度探底的可能。
今年年初，受到烏克蘭危機
影響，黃金價格飛速上漲。3
月8日晚8時，國際現貨黃金
價格盤中最高觸及2,070.44美
元/盎司，逼近歷史高位。而
今年2月初，金價還只是每盎
司1,800美元左右。但短暫的上漲後，金價隨
後便一路下跌，特別是9月最後一周，最低至
1,614.2美元/盎司，創下兩年以來新低。

憂歐美衰退 增黃金吸引力
進入10月，金價開始略有起色。因為美元

和美國公債收益率進一步遠離多年高點，恢復
了不孳息黃金的吸引力。Religare Broking商品
和貨幣研究副總裁Sugandha Sachdeva表示，
美元指數走弱，加上對美國和歐洲經濟衰退的
擔憂，促使人們重新對黃金產生興趣。10月4
日，現貨黃金一度向上突破1,710美元/盎司關

口，美國期金漲至1,717.60美元。知名財經資
訊網站Economies.com撰文，認為金價完成頭
肩底形態的構建，這將推動金價展開反彈。預
計金價將繼續看漲傾向，在突破首個看漲目標
1,708.50美元/盎司後，金價有望延續升勢至
1,730.70美元/盎司。

美續加息 料窒礙金價升勢
美聯儲加息是影響金價的一大關鍵因素。渤

海證券分析師宋亦威表示，考慮到美聯儲在年
底有望放緩加息幅度，因此四季度COMEX金
價可能先下後上，小幅上漲。同時，如果俄烏
衝突升級，也會對金價短期走勢造成影響。北
京黃金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李躍鋒則認為，黃金
市場關鍵點要看黃金與美元指數相互對應的今
年四季度、以及明年三季度的窗口期。但從走
勢上看，鑒於美聯儲仍有望在11月加息75基
點，年底有望加息125基點，因此當前金價較
難實現2018年的反攻向上走勢。這意味着四季
度金價雖然有望反彈，但不排除後期再度向下
探底的可能。

國慶長假，上海各個黃金賣場成了人頭湧湧
的地方。記者從老鳳祥、老廟黃金等老牌

金店了解到，今次國慶黃金周假期，黃金及首
飾的銷量大好，購買者絡繹不絕，一些爆款金
飾品甚至在節日第一天就賣斷貨。據上海老鳳
祥有限公司市場部總經理王恩生透露，老鳳祥
銀樓上海各店自國慶黃金周首日起就迎來銷售
熱潮。特別是國慶節當天，無論是老鳳祥南京
東路各店，還是老鳳祥銀樓總店、名品樓等，
全天銷售與2021年同期相比均有增長。另據老
廟黃金新世界專櫃店員表示，從10月1日至4
日，足金價格雖然從492元（人民幣，下同）
小幅波動上升到505元，但因為不少產品有黃
金一克減40元的活動，實際金價依然相對較便
宜，所以每天購買的消費者不斷，很多參與優
惠活動的商品甚至已經賣空。

消費者冀金價升跑贏通脹
對於黃金銷售的火爆，王恩生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今年以來地緣政治局勢升級，黃金

的避險功能凸顯，很多人傾向購買黃金來保
值。現在無論買投資金條還是黃金首飾的都大
有人在，因為就算是首飾，消費過後它的黃金
原材料同樣可以保持一定的價值，因此黃金消
費和其他消費品具有很大區別。」金融律師林
嶸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放眼全球，除了
美元之外，多數國家貨幣都出現不同程度貶
值，貨幣貶值引發通貨膨脹上升，這時買入黃
金，等金價上漲就可以跑贏通貨膨脹。」

投資股票大虧「不如買黃金」
最近剛買入一些金條的汪先生告訴記者，現在
年輕人都開始買黃金，原因就是黃金是硬通貨，
「金條買回家可以壓箱底保值，也可以選擇金價
上漲時折現，反正黃金可以帶來安全感。」汪先
生表示，他今年一直關注黃金價格，「2月以
來，黃金實物價格一度突破每克500元之後有所
回落，但是到了7月、8月，金價探底到過470元
左右，雖然近期金價依然有波動，但從長期來看
金價還會將上漲，所以想先買一點有備無患。」

同樣有購買黃金計劃的李小姐表示，今年全球經
濟承壓，投資了很多產品都不賺錢。「我今年的
股票大虧，理財也沒多少回報。後來聽說『買基
金不如買黃金』，國慶正打算和家人一起去逛金
店入手一些，哪怕買些黃金首飾也好。」

黃金熱銷期料至農曆新年
除了投資保值之外，不少消費者還是衝着剛

需而去。最近大手筆買了8萬元黃金首飾的李
阿姨稱，她兒子要在10月舉辦婚禮，她特意
來採購結婚三金（金戒指、金項鏈、金手
鐲）。李阿姨認為，「現在都消費升級了，三
金買多一點才能體現結婚的誠意。」王恩生對
此表示，10月前後往往是婚禮季，結婚購買
黃金屬於剛需消費，特別是上半年疫情使得很
多婚禮滯後到了秋季，因此今年國慶購買黃金
的人格外多。林嶸也持同樣觀點，「每年的7
月8月是黃金消費淡季，9月10月黃金就會進
入一個熱銷期，這個勢頭會一直到持續到農曆
新年。」

分析：金價反彈後或再度探底

◆◆國慶節期間國慶節期間，，上海金店內人頭湧湧上海金店內人頭湧湧，，掀掀
起起「「掃金熱掃金熱」」。。 香港文匯報記者上海傳真香港文匯報記者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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