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市場近期留意事項
◆內地公布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美聯儲公布議息會議紀錄

◆美國公布製造業PMI及服務業PMI數據

◆美國公布新屋銷售與原油庫存數據

◆歐元區公布製造業PMI及服務業PMI數
據

◆日本公布製造業PMI及服務業PMI數據

◆俄烏地緣政治局勢最新發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 有分析指，恒指自上月低位已累積一定升
幅，出現獲利回吐屬正常現象。 資料圖片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
�� ���� 如果說2022年還有什麼值得期待的國際大事，那大概

是北京時間11月21日凌晨開賽的卡塔爾世界盃了，眾多

球迷朋友都希望能夠看到一場場精彩的比賽，也希望看

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黑馬，更期望自己熱愛的球隊捧得大

力神盃。雖然距離世界盃結束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但

我們現在還無法精準預測出最終捧得大力神盃的國家，

但可以圈定相對應的範圍。事實上，對內地經濟的預測亦是如

此。2023年經濟會怎麼樣，我不僅現在無法推測，甚至到明年

這個時間也無法對2023年作出完整的總結。但是，基於專業的

經濟學分析，大概率可以判斷內地經濟仍將「風景這邊獨好」。

美元喘穩 金價續見回調傾向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 11月 21 - 25 日 )

日期
21
22
23

24
25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英國
美國

無重要數據公布
日本

香港時間
3: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7:50 AM

報告
10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10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10月份耐用品訂單
10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10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預測
-
-

22.6 萬
+ 0.4%
57.8 萬

-

上次
+ 45.8%
126.26 億
22.2 萬
+ 0.4%
60.3 萬

+ 2.1%

投 資 理 財

預測經濟比預測地震還難，兩者都是當今世界性
難題。很多具體的事項無法預測，但有三大趨

勢或將大概率持續。

全球經濟三大趨勢料維持
第一是抱團取暖的國家和地區或會越來越多。畢
竟，近年來全球經濟前景一直是一片迷霧，各國的
單打獨鬥似乎都難以成氣候，各國領導人這幾年也
是頻頻出席並參加各種外事活動，目的就是為了組
建各種聯盟，形成多種組織，達成多項協議，實現
經濟發展目標。
第二是糾紛或將持續。國與國之間既有利益又有

衝突，有些衝突能夠在談判中解決，有些衝突不得
不用其它形式解決。有些衝突則是國家內部的衝
突，例如派別之間的衝突、族群之間的衝突、宗教
之間的衝突，有些衝突可能鬧一鬧就好，有些衝突
則可能會影響到原油、天然氣、黃金等供應，繼而
影響到世界經濟發展格局。
第三是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仍不可小覷。近
期以來，隨病毒毒性減弱，各國的防疫政策也隨
之動態調整，經濟復甦似乎有了很大盼頭。下一步
是繼續減弱直至消失，還是毒性突然增強，沒有人
能夠準確知道。當然，很多組織、專家等都認為近
年來世界經濟不景氣就是因為疫情導致，但放在疫

情爆發之前，世界經濟早已進入了迷茫期，只
是這波疫情使得「預期落地」。
與全球經濟前景未知不同，人們對2023年

的內地經濟可謂是充滿信心。參考以往的發展
情況，內地2023年的經濟同樣謹慎樂觀向
上。一方面，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農業、工
業、服務業穩步發展，科技創新融入生產生
活，在實現全面脫貧後進一步推動農村經濟發
展，資源有效整合並利用；另一方面，近期，
國家領導人重要講話對外發出的積極信號，以
及國家政策為中國未來發展注入的實質性動
力，都將積極推動產業發展、產業創新、產業
人才培養，為後期經濟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打牢
基礎。

A股仍會有所作為
自2015年A股低迷至今，A股似乎沒有太多

漂亮表現，近期在3,000點附近的震盪消耗了
許多股民對A股的信心。如今，我們依然無法
判斷A股是否見底，但當前股市的確處於歷史
低位，加上各種利好的信息，相信2023年A
股還是會有所作為，經濟的晴雨表或終究會回
歸實質。近年來，我國經歷了各種不公平的貿
易壁壘、關鍵技術的卡脖子等問題，這些問題
在2023年或依舊存在，但我們相信我們完全
能夠解決。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強國提速》。

本欄逢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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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寧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上周恒指季檢結果出爐，新加入3隻藍籌，包括康師

傅（0322）、華潤萬象生活（1209）與海爾智家

（6690），無股份被剔走，令藍籌股由73隻增至76隻，所有

變動將於12月5日生效。市場預期會有資金追入3隻藍籌新

貴，分析員雖也認為藍籌新貴有短線炒作，但不建議高追。至

於港股，自上月低位已累積一定升幅，短期料續會整固，預期

支持位在17,100點至17,300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科網股業績吸睛 港股料續整固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CHILLER

現特通告：李康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
頭角道50號迎豐𣸯下18號舖，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𣸯𣸯𣸯𣸯𣸯𣸯頭角道50號迎豐𣸯
下18號舖CHILLER的酒牌轉讓給郭匡男𣸯
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𣸯頭角道50號迎豐𣸯下
18號舖。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𣸯𣸯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
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2年11月21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CHILLE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HONG YAU of 
SHOP 18, G/F, THE ZUTTEN, 50 MA TAU KOK 
ROAD, TO KWA WA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HILLER situated 
at SHOP 18, G/F, THE ZUTTEN, 50 MA TAU 
KOK ROAD,TO KWA WAN, KOWLOON to 
KWOK, HONG NAM LIKSON of SHOP 18, G/
F,THE ZUTTEN, 50 MA TAU KOK ROAD, TO 
KWA WAN,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1st November 2022

2022年11月21日 刊大公報

樣板引路，以質量管理促品質提升
為全面提升質量管理水平，加強對實體工程關鍵部位

的薄弱環節把控，打造優質品牌工程，中鐵十五局集團城
軌公司南京地鐵11號線項目按照質量管理標準及工程特
點，在石塘公園站車站施工區域，建立「現場質量實體樣
板展示區板塊」，通過施工前各道關鍵工序可視化交底，
明確工藝過程和質量控制要點，不僅能使技術、質量管理
人員對一線工班組的技術交底及崗前培訓更加簡潔，還可
以把工程施工質量管理的事中檢查、事後驗收把關轉變為
施工前的預控和施工過程的控制，有效提高車站主體結構
施工質量，使項目質量管理工作更加系統化、標準化。

據悉，南京地鐵11號線一期工程作為江北新區骨幹地
鐵線路，建成後將與多條地鐵、城際軌道交通線路實現無
縫銜接，有效緩解新區交通壓力，便利市民出行。目前石
塘公園站站點已順利維護結構地連牆封閉、土方開挖見底
等節點目標，全面轉入實體結構施工階段，下一步將全面
推廣可視化實體工程交底，嚴抓工程主要材料、關鍵部
位、關鍵工序和主要指標的質量控制，全面提升施工一次
性成優率。 文：楚雅楠 魯豐勝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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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受美國持續加息所影響，香港樓市表
現持續低迷。其中，中原地產十大屋
苑本周末錄9宗成交，對比上星期11
宗按周跌18.2%。中原地產亞太區副
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二手
成交持續淡靜，新一期白居二購買力
出籠，市場焦點集中居屋市場搶去部
分上車屋苑的購買力，新界區屋苑最
受影響，三大屋苑周末僅錄得1宗成
交。二手物業減幅加大才有承接，減
價及蝕讓個案亦見上升，買賣雙方等
待正常通關等利好消息才作決定。

十大屋苑成交淡靜
美聯物業分行統計，剛過去周六日

十大二手指標屋苑錄得約10宗買賣
成交，按周回落約16.7%，維持雙位
數。香港置業方面，據旗下分行截至
昨日下午3時統計，港、九及新界十
大二手指標藍籌屋苑於周六日合共錄
8宗成交，與上周六日16宗比較，按
周回落50%。

一手兩日僅17宗成交
至於一手方面，銷情亦不太理想，

截至昨晚約7時半，周六日一手總成
交量只有約17宗。其中，恒地粉嶺
ONE INNOVALE Cabanna 錄得 6
宗成交，是銷售表現較好的樓盤；至
於保利置業（0119）與華潤置地（海
外）合作發展的啟德樓盤澐璟則錄得
3宗成交。上述兩個樓盤雖然合共只
得9宗成交，但已佔周六日一手逾半
交投。

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上升，其中
道指收報 33,745點，升199點。標

普與納指則分別升18點及1點。港股
ADR表現疲軟，ADR港股比例指數報
17,951點，跌93點。在美上市的恒指成
份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9988）與騰
訊（0700）的ADR疲弱，其中阿里巴巴
ADR折合報78.69港元，跌1.58%；騰訊
ADR折合報283.15港元，跌1.61%。

美團本周派成績 ADR跌1.7%
本 周 將 有 美 團 （3690） 、 小 米
（1810） 、 百 度 （9888） 及 快 手

（1024）等科網股派發成績表，
其中，美團ADR折合報157.61
港元，跌1.74%；小米ADR折
合報10.09港元，跌2.04%。此
外，本周還有內地公布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LPR）、美聯儲會公布本月
議息會議紀錄；美國、歐元區與日本亦
將會公布製造業及服務業PMI數據，將
為投資者帶來更進一步的投資啟示。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恒指自上月
低位已累積一定升幅，出現獲利回吐與
調整實屬正常現象，預期短期內恒指支

持位在17,100點至17,300點。此外，他
預料今早開市後3隻藍隻籌新貴的股價
或會表現亮麗，但他不建議無貨在手的
投資者入市高追，因這些股份只是因
「染藍」消息而炒上，難以持續大升。

分析：「染藍」股份慎高追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則

表示，恒指自上月低位已累積一定升

幅，加上近日大市成交出現回落跡象，
因此恒指需要整固，以及回補早前形成
的上升裂口。由於恒指有下跌壓力，因
此他不建議投資者在現階段大手入市投
資港股。他續指，根據過往經驗，股份
「染藍」後股價不一定會上升，外圍投
資環境與公司基本面對股價的影響更為
重要，因此他不建議無貨在手的投資者
大手入市投資3隻藍籌新貴。

11 月以來港股反
彈，恒指自10月底低
位上漲3,300點，主要
受惠兩項因素。首先
是內地防疫措施有所

放寬，接是美國10月通脹數據遜預
期，市場憧憬美聯儲加息步伐將開始放
緩。兩項因素帶動市場風險胃納回升，
同時美元跌及人民幣轉强，令恒指短短

時間內由底部飆升逾2成，其中互聯網股
及消費板塊帶動大市上揚，市場對於內
地疫後經濟重啟有相當的期待。除此之
外，持續了一年多內房債務問題似乎見
到一些曙光。與以往不同的是，聚焦主
業及資產質素良好的民營房企將獲得更
多貸款支持，內房企業融資情況或有望
轉穩，上周內房股的漲幅相當顯著。
過去一年多以來困擾股市的兩大問

題，內地疫情以及內房融資鏈是否將很
快得到解決，由於事件仍在發展中，無
法太早下定論。

內地經濟復甦中長線利好股市
然而筆者認為，非常悲觀的投資情緒

與股市已經一同見底，雖然股市目前並
無條件立刻轉為樂觀，但相信內地明年
將會逐漸擺脫疫情的困擾，內需勢必逐

漸復甦，且在消費的帶動下，股市仍將
繼續進行估值修復，而經濟增長於明年
經濟重啟後也將比2022年看高一線。由
歷史來看，恒指過去20多年來曾經出現6
次以上的大熊市，但當股市見底之後，
半年內反彈幅度平均達三至四成，見底
後的一年內漲幅平均達八至九成。於內
地2023年經濟重啟的假設下，筆者認為
股市中長線仍相當有機會繼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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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是否有望延續升勢?

美元上周在低位區間窄幅爭
持，但跌勢已較之前明顯放緩，
投資者關注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官員的鷹派發言。多位美聯
儲官員上周強調，他們目前打算
繼續加息，但可能會放慢加息步
伐，直到近期通脹的下降明顯成
為一種趨勢，並擴大到整個商品
和服務領域。來到本周，可留意
美國、日本和歐洲多國採購經理
指數(PMI)，美聯儲將發布11月
政策會議紀錄，而新西蘭將宣布
利率決議。

倫敦黃金上周自高位回落，因
美元喘穩，美聯儲官員最近的發
言暗示將繼續收緊政策以抑制通
脹。
此外，數據顯示美國10月零售

銷售增長1.3%，以及上周美國初
請失業金人數下降，這體現出美
國經濟具有一定的韌性。
技術走勢而言，RSI及隨機指

數正自超買區域回落，而價位本
周亦未能衝破1,800關口以至8月
高位1,807.80美元，需慎防金價
短線將呈回落。下方支持將會回
看1,746及1,727美元，關鍵料將
看至1,613美元。阻力位繼續留
意1,800；倘若以今年3月高位

2,069.90至9月底低位1,613.60的
累計跌幅計算，38.2%的反彈幅
度看至 1,788，擴展至 50%及
61.8%的幅度則為1,841及 1,895
美元。

銀價料下試22美元關
倫敦白銀方面，技術圖表見

RSI及隨機指數續告下跌，需慎
防若然當前的22美元關口未能明
確突破，則仍見銀價有進一步下
調壓力。較近支持位料將回看
20.80及20.50，較大支持看至20
美元關口。阻力位則會先看21.50
以至22.00美元，下一級指向本
月高位22.26美元。

剛過去周六日十大屋苑成交

中原

美聯

利嘉閣

港置

製表：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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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明年料仍「風景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