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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昨公布去年12月份營運數
據，載客80.1萬人次，較2021年同

月增加768.7%，但相比疫情前2019年12
月的水平下跌73.3%。收入乘客千米數按
年上升545.2%，但與2019年12月相比
則減少68.4%。乘客運載率增加46.7個百
分點至83.3%，以可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
運力按年增加183.5%，與2019年12月
相比下跌67.8%。
按2022年全年計，載客人次較2021年

增加291%，運力上升51.6%，而收入乘
客千米數則上升258.3%。貨運方面，去
年全年載貨量較 2021 年同期減少
13.4%，運力減少19%，而貨物收入噸千
米數則下跌29.8%。
國泰航空集團行政總裁林紹波表示，
去年12月份的旅遊需求顯著增長，尤其
聖誕節是香港取消旅遊限制後的首個主
要假期，然而月內的客運航班運力只是
疫情前水平約32%。集團月內日均載客

逾25,800人次。直至2022年年底，集團
營運客運航班往來接近60個航點，比去
年1月份的29個增加一倍。

2022年全年業績3月將出爐
據集團掌握的初步資訊，國泰預計集

團2022年度錄得綜合股東應佔虧損約64
億至70億元。2021年度股東應佔虧損為
55億元。集團旗下航空公司及附屬公司
的下半年業績表現，較上半年有顯著改
善。然而，2022年全年仍會錄得輕微虧
損。另外，集團聯屬公司錄得龐大虧損
（當中大部分聯屬公司賬目延遲三個月
結算）。集團將於今年3月公布2022年
全年業績。

年底客運運力料恢復疫前7成
林紹波續表示，集團旗下航空公司及

附屬公司在2022年下半年的營運和財務
狀況持續得以改善。香港逐步放寬旅遊

限制及檢疫要求，集團於2022年下半年
達至整體經營正現金流。
展望2023年，林紹波表示，集團一直

致力恢復航空樞紐的網絡及運力，他預
計集團旗下的國泰航空及香港快運於
2023年底可運作相當疫情前70%的客運
航班運力，目標是於2024年年底恢復疫
情前的客運運力水平。其中，客運方面，
預計1月份及農曆新年期間的需求將持續
強勁，主要受出行的休閒旅遊需求帶動。
自香港和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後，集團已
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增加更多的航班及航
點。集團目標是於2月底每周運作逾100
對往返香港和內地14個城市的航班。
貨運方面，他指雖然香港和內地的跨

境貨車運輸限制得以放寬，然而，由於
內地各地續受新冠疫情影響，亦適逢1月
份的農曆新年，因此航空貨運市場於2月
中旬前仍會面對挑戰。
國泰昨收報8.38元，升0.480%。

國泰航空料去年蝕逾6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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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香港文匯報訊 辭舊迎新之際，星展香港
行政總裁龐華毅昨特別現身中環中心總行
門外，向市民拜早年。他表示，為答謝員
工過去一年的辛勤付出，星展於年廿八
（19日）特別為全體員工送上2,850港元
的一次性獎金，並將於初五啟市時透過
DBS digibank向香港員工派發100港元電
子開工利是。

香港文匯報訊 中銀香港將香港的金
融支付經驗輻射至東南亞地區，近日中
銀香港金邊分行與柬埔寨吳哥機構合
作，為吳哥窟數字化門票購買平台提供
支付解決方案，將綜合利用傳統刷卡和
新型移動支付方式，包括銀聯、銀聯二
維碼、Visa、微信、支付寶，為遊客提
供支付服務。

擴大與柬埔寨政府相關事業
中銀香港金邊分行行長劉道志表示，

吳哥窟作為舉世聞名的世界七大奇跡之
一，疫情前每年吸引近300萬遊客前來
參觀，中國是其最大遊客來源。以金融
支付為合作開端，吳哥窟門票支付平台

項目是金邊分行服務柬埔寨政府事業的
一次新嘗試。加上中國新的出入境政策
推出，對中柬兩國旅遊的重啟有積極作
用。此次合作充分發揮中銀香港的業務
優勢，亦有利推動旅遊市場的恢復，別
具意義。
自2015年啟動區域化發展策略以來，

中銀香港在東南亞地區的版圖已擴展至
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印度
尼西亞、柬埔寨、老撾、文萊及緬甸9
個國家。去年馬來西亞、泰國及馬尼拉
分行成功上線當地國家級支付項目，以
及成功推出線上人民幣薪金直匯服務，
充分發揮並延伸中銀香港人民幣業務的
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交通銀行(3328)、招商
銀行(3968)等多家銀行因存在低價包銷多
期債務融資工具，影響市場正常秩序；擠
佔其他投資人的正常投標並影響發行利率
等問題，被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予
以警告，並責令全面深入整改。
據交易商協會對交通銀行的自律處分

公告，交行的問題包括：多期債務融資
工具未按照發行文件約定開展餘額包

銷，個別債務融資工具擠佔了其他投資
人的正常投標並影響了發行利率；多期
債務融資工具的簿記建檔利率區間未在
充分詢價基礎上形成，發行工作程序執
行不到位、工作開展不規範。
招商銀行、平安銀行、興業銀行、江
蘇銀行、廣州農商行(1551)等銀行亦由於
違規而遭交易商協會開出了類似自律處
分公告。

◆國泰航空2022年12月份營運數據顯示，公司載客80.1萬人次，較2021年同月增
加768.7%。圖為國泰航空飛機。 資料圖片

中銀助吳哥窟提升數字化購票支付服務

星展派獎金又派利是 每人2850

交行招行等遭交易商協會處自律處分

終於，經濟上的壞消息成為了市場的壞消
息。過去幾週對美國經濟放緩的預期使得市
場對美聯儲政策轉向的預期不斷提高並支撐
了風險資產，從而打壓了美元，但是過去兩
天當一系列弱於預期的美國經濟數據出爐之
後，對經濟下滑的擔憂掩蓋了對美聯儲政策
調整的樂觀情緒。隨着風險資產的調整，美
元也暫時企穩。

市場挑戰日本央行政策
本周全球宏觀最大的事件風險當屬日本央

行會議。日本央行體現了最後的倔強，市場
起初對日本央行的按兵不動感到失望。美
元/日圓一度大漲，回到131上方。但是也就
是半天的時間，日圓就收復了所有的失地，
今天早上美元/日圓甚至回落至128下方。日
圓的強勢顯示了民心所向。雖然日本央行極
力捍衛其收益曲線控制政策，但是鑑於過去
一個月日本央行購債的額度已經達到GDP的
5%，遠超過之前2%左右，這也讓市場更有
勇氣挑戰日本央行的政策。
總體來看，雖然筆者保持關於不要追跌美
元的短期觀點。不過從中期來看，筆者認為

美元回調的空間已經開啟。而日圓和中國開
放將是打開美元中期走弱的兩把重要的鑰
匙。

中國經濟有望乘風破浪
中國交出了2022年經濟答卷。回顧過去兩
年，中國經濟面臨了眾多的逆風阻力包括疫
情，房地產調控，科技監管以及居民部門信
心不足等。但同時也出現了順風推力，譬如
外需，部分對沖了內需的下滑。展望2023
年，中國經濟有望乘風破浪，御風而行。去
年的逆風阻力很有可能變成2023年的順風推
力，而去年的順風推力則有可能變成逆風阻
力。
過去兩年最大兩項逆風阻力當屬疫情和房

地產政策。這兩項也有可能成為今年最大的
順風推力。從疫情角度來看，近期數據顯示
此輪疫情已經快速過峰，發熱門診訪問量12
月23日見頂，重症病例則於1月5日見頂。
此輪中國疫情的快速過峰意味着疫情對經濟
的衝擊或許比多數經濟體開放時都要短。
另外，從房地產角度來看，近期高層已經

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支
柱行業，顯示了政府控制系統性風險的決
心。不過鑑於連續兩年的調控導致微觀層面
資產負債表受損，因此或許還需要一段時間
修復預期。不過大概率房地產不會比2022年

更糟了。而我們也認為隨着預期的回暖，房
地產相關指標有望由逆風阻力變成順風推
力。
此外，2022年中國居民部門存款淨增長

17.84萬億，遠遠超過過往年10萬億元左右
的增幅。這也意味著去年在疫情影響下，中
國居民部門的超額儲蓄或許達到了7億-8億
元。這些超額儲蓄或許將成為支持未來內需
的主要因素。以美國的經驗來看，美國經濟
之所以能夠在2022年美聯儲大幅加息425個
基點中保持穩健，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美國居民部門在疫情期間2萬億美元超額儲
蓄起到了幫助。以同樣的邏輯來看，只要中
國政府能夠重新提振市場主體信心，2022年
居民部門的謹慎所產生的逆風阻力或許將成
為2023年的順風推力。

今年宏觀前景保持樂觀
總體來看，今年中國或許處在一個轉折
點。雖然過去兩年的順風推力會成為今年的
逆風阻力。但是更多的逆風阻力或許將成為
順風推力。因此我們有理由對今年的宏觀前
景保持樂觀。而中國的樂觀將產生溢出效應
支持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以及商品貨幣對美元
的反彈。我們認為，日本央行的政策調整以
及中國經濟重新開放或許將成為今年下半年
壓垮美元的最後兩根稻草。

英鎊本周早段持續企穩
1.2170美元水平走勢偏強，周
三曾走高至1.2435美元水平1
個月高位，本周尾段大部分時
間處於1.2350至 1.2400美元
之間。英國本周五公布12月
份零售銷售按月下跌1%，並
將 11 月份數據下修至下跌
0.5%，連續兩個月呈現下
跌，不利英國第4季經濟表
現，同時符合英國央行對第4季經濟
將收縮0.1%的預期，數據引致英鎊
遭遇回吐壓力，一度向下逼近1.2350
美元水平。不過美國本周三公布的12
月份零售銷售按月下跌1.1%，連續
兩個月下跌之後，美元指數的反覆下
跌走勢未有改變，該因素將有助抑制
英鎊的回吐幅度。
另一方面，英國本周二公布去年9

月份至11月份之間的失業率回升至
3.7%，而12月份則按月新增2.8萬份
就業職位 ，數據未對英鎊構成負
面。此外 ，英國本周三公布12月份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為10.5%，僅遜
於11月份的10.7%，並連續4個月處
於雙位數字，反映英國的通脹壓力現
階段依然未有顯著放緩，預期英國央

行2月2日將進一步作出加息行動，
支持英鎊表現，不排除英鎊有機會向
上衝破過去7個月以來位於1.2400至
1.2450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預料
英鎊將反覆上試1.2500美元水平。

資金持續流入黃金
周四紐約2月期金收報1,923.90美

元，較上日升16.90美元。現貨金價
周四持穩1,901美元水平迅速反彈，
重上1,935美元水平，周五曾擴大升
幅至1,937美元水平9個月高位。金價
經過本周早段連日下調，周四已顯著
掉頭回升，反映部分投資者有逢低吸
納傾向，支持金價進一步延續自去年
11月份以來的反覆上行走勢。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950美元水平。

亞太地區經濟形勢優於美國和歐洲，該
地區經濟體較溫和的通脹和更強勁的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為其房地產市場提供支
持。2023年的資本成本將顯著高於所有地區
近年平均水平。資本成本與過往水平相比的
變化幅度對房地產市場是至為重要的因素。
綜合金融和實體經濟數據，Nuveen Real Es-
tate預計歐洲市場將出現最明顯的回調，尤
其是英國。
現在是投資亞太區和歐洲的好時機嗎？對

美國投資者而言，某些全球市場，尤其是歐
洲、日本和英國，實際上正在以低價出售資
產。
回調階段的市場反應過劇會使這些貨幣兌

美元匯率高於其長期平均水平。對美國投資
者而言，這種回調對五年持有期回報的影響
可能高達4%-10%，從而使歐洲、日本和英
國中等水平投資的表現亦非常出色。
另類資產融資將擔當更重要的角色。貸款

變得更加集中於優質資產，如由現金流強勁
的多戶住宅、工業和另類房地產作為抵押的
貸款。
Nuveen Real Estate預計另類資產融資市

場將在未來幾年內大幅增長。將ESG因素納
入房地產投資考量。ESG的角色已納入管治
架構之中，而且業界對氣候風險和投資風險
之間關聯的理解亦有飛躍。即將進行的價格
回調中會出現分化，即優質、可持續的建築

將更堅挺地保持價值，這一趨勢在歐洲最為
強勁。最近和即將實行的一輪監管使企業幾
乎不可能放棄其ESG議程。

另類辦公地產潛力大
電子商貿滲透率提高和供應鏈更趨多元化

帶來的長期有利因素將使需求得以維持，並
為工業房地產帶來抗跌力。租戶「轉向優質
資產」(flight-to-quality)將推動可持續發展的
新物業取得優異表現。另類辦公地產甚至可
提供更大的潛力。隨着消費者降低消費水
平、減少出行以及維持對雜貨等必需品的剛
性需求，未來的重點勢必在於能從這些消費
趨勢中受惠的居住者和零售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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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加息預期升溫 英鎊有力上揚
動向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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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領域仍有投資機遇
雖然2023年市場可能會繼續動盪，但Nuveen Real Estate認為房地產領域仍可為投資者提供

持續的機會。經濟分化、貨幣估值、ESG投資、另類資產貸款和個別板塊機會皆會提供強大的價

值驅動力。 ◆Nuveen Real Estate

美元中期回落之門開啟
分析匯市

華僑銀行經濟師謝棟銘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姜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