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逾千萬元二手豪宅成交量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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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0900美元水平。
金價：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900美元水平。

投 資 理 財

申請新酒牌公告
新東記大排檔

現特通告：李芳雁其地址為香港大
嶼山東涌壩尾路馬灣村3約2473
段地下，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大嶼山東涌壩尾路馬灣村 3 約
2473段地下新東記大排檔的新酒
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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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3年1月12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魚眾不同

現特通告：蘇建霖其地址為新界
青衣担杆山路6 號長發邨長發廣
場3 樓317號鋪，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新界青衣担杆山路6 號長
發邨長發廣場3 樓317 號鋪魚眾
不同的新酒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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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
號大埔綜合大樓4 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 2023年1月12日

兩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支
持外經貿企業擴大人民幣跨境使

用 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通知》（以
下簡稱《通知》）指出，促進更高水平
貿易投資便利化。便利貨物貿易、服務
貿易及各類貿易新業態跨境人民幣結
算，支持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結算，支
持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來華投資、境內
再投資，便利對外承包工程企業人民幣
境外資金集中管理、確需支付款項匯
出，支持我國與周邊國家（地區）、
RCEP區域內貿易投資人民幣結算。鼓
勵銀行在「展業三原則」基礎上，為真

實、合規的跨境貿易投資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的人民幣結算服務。

鼓勵境外項目採用人民幣貸款
《通知》要求更好滿足企業跨境投融

資需求，鼓勵銀行境內外聯動開展境外
人民幣貸款業務，按照商業原則降低人
民幣融資成本，支持對外投資、對外承
包工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鼓
勵對有實際需求且符合條件的境外項目
和企業優先採用人民幣貸款。鼓勵銀行
通過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集中收付、跨
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等業務，滿足企業

人民幣資金集中處理、歸集管理和餘缺
調劑需求；通過信用證、福費廷、押
匯、貼現、保理、代付等業務，滿足企
業人民幣貿易融資需求，並結合貿易特
點進一步創新產品服務。着力加大對中
小微企業支持力度，便利其在跨境貿易
投資中使用人民幣結算，規避匯率風
險、降低匯兌成本。
《通知》指出，鼓勵銀行根據外貿企

業實際需求，提供更多人民幣保值增值
工具，培育境內外主體人民幣使用習
慣；簡化跨境人民幣結算流程，提升便
利性和資金到賬效率。加大對企業人民

幣跨境貿易投資的出口信用保險和海外
投資險承保力度，支持企業投保或續保
時以人民幣作為收付幣種。支持跨境貿
易投資更多使用人民幣。

支持銀行入駐境外經貿合作區
《通知》並指出，依託自貿試驗區、

海南自由貿易港、境外經貿合作區等各
類開放平台，促進人民幣跨境使用；支
持銀行入駐境外經貿合作區設點，為區
內企業提供高效便捷跨境人民幣服務，
促進人民幣在岸離岸良性互動、協調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中
海油（0883）昨發布2023年經營策略
和發展計劃，淨產量目標為6.5億至6.6
億桶油當量，較上年增長 4.8%至
6.5%；全年資本支出預算總額為1,000
億至1,100億元人民幣。首席財務官謝
尉志於記者會表示，全球油氣需求基本
已回到疫情前水平，石油輸出國組織的
調控能力增強，料未來油價會維持相對
高位，在80美元以上高位震盪。

預計9個新項目今年內投產
中海油表示，2022年的淨產量預計

達約620百萬桶油當量，由此計算今年

產量目標按年增長4.8%至6.5%。2024
年及2025年，公司的淨產量預計將分
別為6.9億至7億桶油當量和7.3億至7.4
億桶油當量。
年內，公司預計將有9個新項目投

產，主要包括中國的渤中19-6凝析氣田
I期開發項目、陸豐12-3油田開發項目
和恩平18-6油田開發項目，以及海外的
圭亞那Payara項目、巴西Buzios5項目
和巴西Mero2項目等。
至於股東最為關心的派息，謝尉志承

諾，在各年度建議股息獲股東大會批准
的前提下，2022年至2024年，公司全
年股息支付率將不低於40%，全年股息

絕對值預計不低於每股0.7港元（含
稅）。

實施「三大工程」推進綠色發展
首席執行官周心懷指出，近5年油氣
行業投資不足，上游釋放原油產能能力
有滯後性，他預期將來油氣市場將維持
弱平衡供應偏緊的供求關係。他還澄
清，公司暫時沒有收購其他風能和水電
業務的計劃。
他表示，公司會奮力實施「油氣增儲

上產、科技自主創新、綠色低碳轉型」
三大工程，持續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積
極拓展新能源業務。

內地支持外資以人民幣來華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商務部、人民銀行聯合發布通知，進

一步支持外貿企業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促進貿易投資便利

化；鼓勵對有實際需求且符合條件的境外項目和企業優先採用人民

幣貸款，鼓勵銀行通過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集中收付、跨境雙向人

民幣資金池等業務。支持銀行入駐境外經貿合作區設點，為區內企

業提供高效便捷跨境人民幣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 昨日發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上海
財經大學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系列」報告
顯示，期內「上海市機構投資者信心指
數」為117.58點，環比升15.95點。各分
類指數中，「機構投資者滿意指數」為
87.40點，環比升8.32點；「機構投資者
期望指數」為112.65點，環比上升39.32
點；「機構投資者不崩盤信心指數」為
160.36點，環比上升21.7點；「機構投資
者投資價值信心指數」為143.43點，環比
上升10.53點，同比上升10.1點。在關於
「您認為未來六個月內，您的投資收益將
會怎樣」的調查中，認為增加的受訪者佔
比從21%升至41%，認為基本沒有變化的
受訪者從44%降至37%，認為會減少的佔
比由35%降至22%。

A股回調 房地產板塊領漲
滬深A股昨日小幅回調，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3,161點，跌7點或0.24%；深成指
報11,439點，跌67點或0.59%；創業板
指報2,445點，跌28點或1.13%。但北向
資金逆市加倉，全天淨買入76億元人民
幣，為連續6日淨買入。煤炭、保險、房
地產服務板塊領漲兩市，市傳監管機構已
初步確定「資產負債表改善計劃」開發商
名單，房地產板塊較為抗跌，有26家企
業飄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克而
瑞研究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一年裏，內地二手豪宅
市場成交量全線下跌。其中總價1,000萬元（人民
幣，下同）以上二手豪宅成交同比降42%；總價
3,000萬元以上二手豪宅成交同比降28%；總價
5,000萬元以上二手頂豪成交同比降18%。如按照
單價段來看，單價10萬元/平方米以上二手豪宅成
交降幅達到55%；單價15萬元/平方米以上二手頂
豪成交同比降52%。
易居企業集團CEO丁祖昱透露，核心城市1,000

萬以上二手豪宅成交套數已跌回至2017年，成交
規模尚未達到2016年水平。2022年拋售豪宅的人
群中，部分人群認為豪宅市場出現階段性見頂，相
當大一部分豪宅投資客正在退出市場。展望未來，
他認為豪宅屬性會慢慢從「投資」變成「居住」，
而2023年整體樓市政策將會保持寬鬆，上半年樓
市壓力依然會很大，6月將是樓市企穩的重要窗口
期。

歐元上周尾段守穩1.0480美元走勢偏
強，迅速重上1.06美元水平，本周早段
升幅擴大，連日向上觸及1.0760美元7
個月高位，周三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
1.0725至1.0755美元之間。美國聯儲局
主席鮑威爾周二的發言未有改變市場對
美國通脹趨於放緩的預期，美元指數受
制103.50阻力逐漸回落，支持歐元繼續

持穩1.07美元水平。
另一方面，歐盟統計局上周五公布歐

元區12月份通脹年率初值為9.2%，遜
於11月份的10.1%，是3個月以來首次
回落至單位數字，不過卻是連續5個月
均高於9%水平，顯示通脹水平依然高
企，歐洲央行2月2日政策會議不會輕
易放慢其緊縮步伐，支持歐元表現，歐
元本周早段迅速擴大升幅至1.07美元水
平。
雖然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本周二的發言

曾帶動美國10年期債息攀升至3.63%水
平，但隨着市場仍預期美國通脹將進一
步放緩，美國10年期債息本周三已掉頭
回落，一度向下挨近3.55%水平，同日
美元指數僅低位徘徊於103.10至103.44
之間，依然反彈乏力。
若美國周四公布的去年12月份通脹數

據進一步放緩，則不排除歐元將向上衝
破逾7個月以來位於1.0760至1.0800美
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預料歐元將反覆
走高至1.0900美元水平。

金價料反覆向好
周二紐約 2月期金收報 1,876.50 美

元，較上日下跌1.30美元。現貨金價周
二持穩1,868美元走勢偏強，周三曾走
高至1,886美元水平逾8個月高位。美聯
儲主席鮑威爾周二的言論沒有扭轉美元
指數自11月上旬以來的下行走勢，加上
美國10年期債息本周三未能持穩3.60%
之上，支持金價擴大升幅，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走高至1,900美元水平。

▶ 內地兩部門聯合發布的《通知》中指出，要滿足企業人民幣貿易融資需
求，並結合貿易特點進一步創新產品服務。 資料圖片

中海油調升今年淨產量目標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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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心懷（左）指公司暫無收購其他風
能和水電業務計劃。旁為謝尉志。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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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反彈乏力 歐元反覆上試高位
動向金匯

馮強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走勢周三尚見持穩，周二美聯儲主席鮑
威爾隔夜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論壇中沒有給出
任何政策線索，鑒於其他美聯儲官員表示下一
步行動將取決於數據，投資者熱切關注美國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數據可能會進一步
明確美聯儲的加息路徑前景。
澳元兌美元近日走勢受制，縱然周三樂觀的

經濟數據強化了進一步加息的理由。數據顯
示，澳洲去年11月份零售銷售攀升了1.4%，
遠超0.6%的預測值，突顯消費者需求的韌
性，這對澳元構成支撐。
目前投資者認為澳洲央行在2月7日的下一
次政策會議上加息25個基點至3.1%的可能性
加大。周三公布的其他數據顯示，去年11月
當地CPI同比上升7.3%，完全扭轉了10月意
外回落至6.9%的局面。隨着電力成本的上
升，去年12月通脹率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基
礎通脹率也加速至5.6%的新高，表明成本壓
力廣泛存在。

澳元或下試0.6830關
澳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所見，RSI及隨

機指數已自超買區域回落，而匯價本周正受壓
於 250 天平均線之下，目前 250 天線位於
0.6940水平，附近亦是重要的0.70心理關口，
若然短線一再未能突破的情況下，有機會回復
這兩個多月來的區間爭持態勢，亦即澳元又會
向下回探區間底部。較近支持料為200天平均
線0.6830，下一級回看去年12月底部0.6629
以至0.65水平。至於向下較大阻力則參考去年
8月高位0.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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