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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反覆下行 英鎊料續回升
動向金匯

馮強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上試 1.2300 美元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900美元水

平。

投 資 理 財

上月內地新增社融1.31萬億遜預期
受企業債券發行大幅減少拖累，2022年12月內地新增社會融

資規模回落至1.3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低於市場預期，

同比少增1.05萬億元，較11月也減少6,800億元。不過在穩信貸政策發

力下，當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4萬億元，同比多增2,665億元，亦高於

11月的1,900億元，略超市場預期。人民銀行、銀保監會1月10日聯合

召開主要銀行信貸工作座談會，要求各主要銀行要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節

奏，適度靠前發力，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精準有力支持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重點領域、薄弱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人行初步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32.01萬

億元，比 2021 年多增 6,689 億元。其
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
20.91萬億元，同比多增9,746億元；對
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減
少5,254億元，同比多減6,969億元。去
年企業發債大幅萎縮，企業債券淨融資
2.05萬億元，同比少1.24萬億元。

人民幣貸款全年增1.36萬億
去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21.31萬億
元，同比多增1.36萬億元，其中，企業
中長期貸款大幅增長11.06萬億元，票據
融資也增加2.96萬億元，居民中長期貸
款增長則略顯乏力，增加2.75萬億元。
人民幣存款也大幅增加，全年增加
26.26萬億元，同比多增6.59萬億元。其
中住戶存款增加17.84萬億元，非金融企
業存款增加5.09萬億元。不過，去年外

幣存、貸款雙雙減少，其中，外幣貸款
減少1,779億美元，同比多減2,236億美
元；外幣存款減少1,430億美元，同比多
減2,507億美元。
貨幣供應方面，截至去年12月末，廣
義貨幣(M2)餘額266.43萬億元，同比增
長11.8%，增速比11月末低0.6個百分
點，比2021年同期高2.8個百分點。狹
義貨幣(M1)餘額67.17萬億元，同比增長
3.7%，增速比上月末低0.9個百分點，比
上年同期高0.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
(M0) 餘額 10.47 萬億元，同比增長
15.3%。全年淨投放現金1.39萬億元。
人民銀行同時表示，自2022年12月

起，「流通中貨幣（M0）」含流通中數
字人民幣。12月末流通中數字人民幣餘
額為136.1億元。修訂後，2022年各月
末M1、M2增速無明顯變化。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分析認

為，在5,000億元全面降準落地、製造業

貸款增速達標、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
配套融資和設備更新改造再貸款等加快
落地下，去年12月企業中長期貸款同比
大幅增加；但受疫情影響，短期居民貸
款需求仍不足，居民中長期貸款整體偏
弱，在各項房地產支持政策逐步顯效
下，降幅有所收窄。
有專家認為，疫情影響下居民消費短

期仍受到明顯抑制，而企業信貸需求增
長的持續性和內生性仍有待觀察，因此
後續穩增長政策仍有待發力。

兩部門：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
為進一步信貸支持經濟恢復，人民銀

行、銀保監會1月10日聯合召開主要銀
行信貸工作座談會。會議指出，各主要
銀行要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節奏，適度靠
前發力，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精準有
力支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點領域、
薄弱環節。

實施改善房企資產負債表
對於房地產信貸政策，會議明確，堅

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
位，推動房地產業向新發展模式平穩過
渡。要有效防範化解優質頭部房企風
險，實施改善優質房企資產負債表計
劃，聚焦專注主業、合規經營、資質良
好、具有一定系統重要性的優質房企，
開展「資產激活」「負債接續」「權益
補充」「預期提升」四項行動，綜合施
策改善優質房企經營性和融資性現金
流，引導優質房企資產負債表回歸安全
區間。
另外，兩部門又要求要配合有關部門

和地方政府扎實做好保交樓、保民生、
保穩定各項工作，保持房企信貸、債券
等融資渠道穩定，滿足行業合理融資需
求。要因城施策實施好差別化住房信貸
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倪巍晨上海報
道）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
經濟學家汪濤表示，隨着今年美元指數
的見頂，美元的貶值將帶動人民幣的升
值，加之內地經濟重啟和恢復，市場對
人民幣的信心將得到增強，預計到2023
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望達6.8關
口。若今年內地經濟強勁復甦，且美聯
儲降息力度超預期，人民幣兌美元最高
或見6.5。
汪濤昨在瑞銀大中華研討會上坦言，
儘管外需走弱背景下今年內地出口增速
將回落，經常項目順差將因此走低，但
重啟後經濟料加速。而歐美等主要經濟
體今年經濟增長會減速，美國更將現
「溫和衰退」，隨着市場對人民幣信心
提升，今年末人民幣兌美元有望達6.8。

美元指數今年料見頂
她預計，今年美元指數會見頂，美元

兌主要非美貨幣將呈現貶值。美聯儲加
息周期或在今年二三月結束，下半年或
開啟降息操作，預計今年底美國十年期
國債收益率或降至3%以下水平，甚至低
於中國同期限的國債收益率水平。
瑞銀證券中國利率市場策略分析師夏

愔愔在同一場合表示，去年外資對人民
幣債券的配置力度有所減弱，鑒於今年
末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或降至
2.65%，中美國債收益率「倒掛」問題將
得到修復。在岸人民幣昨收報6.7772兌1
美元，較上日跌60點子，但日內曾升至
6.751，創近5個月新高。
經濟前景方面，汪濤預計，2023年內

地全年GDP同比有望實現4.9%的增長，
若政策刺激力度優於預期，增速或超
5.5%。她指，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美
國經濟「溫和衰退」影響，今年內地出
口或下降4%，淨出口對GDP的貢獻或
為-0.6個百分點。

內地消費或反彈逾6%
投資方面，今年製造業投資可能稍弱

於去年，基礎設施投資雖有政策支持，
但總體或較去年略有放緩，綜合判斷
2023年固定資產投資或實現4.6%的增
長。經濟的修復及正常化，是今年內地
消費反彈的主要動力，預計消費增速有
望從去年的負增長，修復到今年全年的
6.6%。
談到房地產行業，汪濤相信，房地產

銷售和新開工面積在最近一兩個月有望
見底，3月剔除季節性因素後上述兩大指
標有望迎來反彈。

樓市持續受惠「三支箭」
因為房地產銷售和新開工數據已現超

調，加上「金融16條」政策發布後，降
低房地產風險的目標已從此前的「去槓
桿」，轉為「着力穩定房地產、穩經
濟」，「三支箭」政策亦持續加大對房
企融資的支持。而經濟的復甦也將帶動
房地產行業的整體好轉。汪濤又認為通
脹不會對貨幣政策帶來掣肘，今年或可
見一次降準，按揭利率仍有調降的可
能。夏愔愔也指，今年人行有望繼續運
用降準等數量型工具為銀行體系提供流
動性，但政策利率將保持不變。

英鎊上周尾段在1.1840美元逾6周低位
獲得較大支持呈現反彈，迅速重上1.20美
元水平，本周初曾向上逼近1.2210美元約
3周高位，周二大部分時間處於1.2140至
1.2200美元之間。英國央行行長貝利將於
本周二發表言論之際，美元指數率先連日
下跌，從上周五的105.63急跌至本周初的
102.94水平，周二依然低點徘徊103.04至
103.34水平之間，英鎊本周早段顯著受惠
美元指數的偏弱表現，再次向上觸及1.22
美元水平。
雖然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將於本周二
發言，而美國本周四將公布去年12月份
通脹數據，但美國通脹連月放緩，市場對
美聯儲將放慢緊縮力度預期未變，美元指
數現階段依然是偏向反覆下行，英鎊過去
7周均守穩1.1810至1.1840美元之間的主
要支持區，該因素將有助英鎊進一步反

彈。英國下周三將公布通脹數據，若去年
12月份通脹年率保持雙位數字，英國央
行2月或繼續大幅加息，支持英鎊表現。
預料英鎊將反覆上試1.2300美元水平。

金價或反覆向好
周一紐約2月期金收報1,877.80美元，

較上日升8.1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向上
觸及1,881美元8個月高位，周二大部分
時間處於1,868至1,877美元之間。美元指
數本周初曾短暫失守103水平，支持金價
進一步上移。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周二的
發言未能扭轉美元指數的疲弱走勢，則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900美元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梓田） 香港
致力爭取於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
標，而現時的既有建築佔碳排放量約
60%，因此需要推進既有建築低碳節能
改造，提高其能源效益，特別是有些建
築物配備老化了的機電設備，蘊藏巨大
的節約能源潛力。
為促進行業實行節能改造，香港綠色
建築議會於昨日(1月10日)發布全港首份
節能改造指南《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建築
物節能改造指南》，集結業界的節能改

造項目，分享相關知識和經驗及創新科
技的使用，推動香港實現碳中和。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執行董事陳永康表

示，指南將同時於全球超過70個地區，
由當地的綠色建築議會同步發布，將香
港研發的成果推向國際。

太古坊商廈換電子整流風扇
太古地產技術統籌及可持續發展總經

理、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董事邱萬鴻表
示，集團於2015年在太古坊多盛大廈其

中一層寫字樓做先導計劃試驗，由傳統
變頻離心風扇改為電子整流風扇。在成
功之後，2017年在太古廣場二座更換共
56個風櫃到電子整流風扇，減低相關損
耗，相關工程成本約600萬元，成功節
省約30%用電。其後改造擴展至香港及
內地的辦公樓及商場。現今更換到電子
整流風扇的安裝成本大幅下降約 20%。

華懋總部變頻冷氣節電30%
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香港

綠色建築議會董事兼業界標準及作業委
員會主席蔡宏興表示，華懋集團定下了
碳減排目標CCG3050+，目標在2030年
前將集團的碳排放量較2020年減少50%
以上。集團旗下如心廣場與中電合作，
進行能源審核，更換更高能源效益的照
明系統、智能電錶等；又應用大數據及
AI 技術自動調節場內的光暗及冷氣溫
度。總部更進行了改建工程，包括採用
變頻式地台冷氣系統，有效減低約30%
電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
蘿蘭 上海報道） 兔年將
至，投資者提前開炒生肖概
念，「兔寶寶」飆至漲停。
主營業務為裝飾材料和成品
傢具的「兔寶寶」昨日發
力，大幅拉升至漲停，令行
業其他個股望塵莫及。據統
計，「兔寶寶」主力資金淨
流入1.31億元（人民幣，下
同）。回看「兔寶寶」開年
以來的行情，該股在1月4
日、1月5日均飆至漲停，
今年以來已累計暴漲逾
34%。

汽車整車板塊領漲
A股大盤漲跌互現，截至

昨日收市，滬綜指報3,169
點，跌6點或0.21%；深成
指報11,506點，漲56點或
0.49%；創業板指報 2,474
點，漲33點或 1.38%。兩
市共成交7,472億元，北向
資金淨買入58億元。升幅
領先的汽車整車、半導體板
塊漲2%，教育、保險板塊
領跌兩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 受疫情反覆和上海整體
樓市政策維持緊縮影響，去年四季
度住宅市場成交勢頭降溫明顯。仲
量聯行統計，期內上海一手商品住
宅成交量僅266萬平方米，環比下
降27.5%；2022年全年一手商品住
宅共計成交 1,027 萬平方米，較
2021年下降4%。高端市場方面，
去年四季度上海高端一手商品住宅
價格環比小漲1.4%至 129,700元
(人民幣，下同)/平方米；高端二手
市場價環比下跌 1.6%至 107,000
元/平方米。
仲量聯行中國區研究部住宅市場

負責人盛秀秀預計，住宅市場有望
在2023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穩步復
甦。其中，一手房限價有望延續小
幅鬆動，短期內高端一手價格將繼
續迎來小幅增長。但高端二手價格
在 2023 年上半年可能進一步下
跌，並於2023年下半年在上海全
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置業信
心回暖後止跌企穩。

瑞銀料人幣今年偏強或見6.5

港建築業界致力節能改造促碳中和

▶ 有專家認為，疫情影響下居民消費短期仍受到明顯抑制，而企業信貸需求增長的持
續性和內生性仍有待觀察，因此後續穩增長政策仍有待發力。 資料圖片

滬一手住宅成交量
去年同比跌4%

◆陳永康(前左二)表示，節能改造指南將同時於全
球超過70個地區，由當地的綠色建築議會同步發
布，將香港研發的成果推向國際。

市場聚焦通脹數據 美元或反彈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美元周初走弱，市場人士正在審視美國
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加息周期可能接近
尾聲，同時內地重新開放也推動對風險資
產的需求。投資者目前預計，指標利率到
6月份將達到略低於5%的峰值。上周公布
的就業報告顯示，雖然12月就業崗位穩
健增長，但薪資增長卻在放緩。投資者關
注周四公布的美國通脹數據，這些數據可
能會進一步明確美聯儲的加息路徑前景。
美元指數自年初以來反覆動盪，上周衝

高回落，至本周更創七個月低位，但於周
二已稍告喘穩，而技術圖表已見RSI及隨
機指數正自超賣區回升，而5天平均線正
上破10天平均線形成黃金交叉，10天平均
線亦正向上靠近25天平均線，美元指數可
望作進一步上揚。當前先會矚目於25天平
均線位置104.30水平，若美指後市可明確
破位，料可望在技術上更為確認美元將迎

來反撲走勢。若以自去年9月高位114.78
越始的累積下跌幅度計算，23.6%及
38.2%的反彈水平為105.75及107.45，擴
展至50%及61.8%則為108.85及110.25水
平。至於下方支持位料為103及102.10，
重要參考為去年5月底低位101.29。

瑞郎料下試0.9560關
美元兌瑞郎走勢，技術圖表可見，

MACD指標已上破訊號線，10天平均線
向上靠近25天平均線有機會形成黃金交
叉，而匯價近月處於低位陷於掙扎，暫見
於0.92水平附近獲見支撐，若然短線匯價
仍可守穩此區，預料美元兌瑞郎將可望重
組升勢。向上阻力預估在250天平均線
0.9560，另外，去年11月下旬匯價亦曾在
0.96遇阻回落，故若後市可突破此兩區，
將可望更為確立美元兌瑞郎的反撲走勢，
延伸目標看至100天平均線0.9640及0.98
水平。至於下方支撐續會留意0.92水平，
較大支持料會看至0.90關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