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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金融

市場今日將迎來春節假期後

的首日交易。春節期間，儘

管經歷了些許波動，但香港

和美國股市整體上揚，跨過

疫情高峰的內地餐飲、旅遊

等行業消費火爆，都預示境

內股匯節後將大概率迎來

「開門紅」。

◀ 今年春節期間消費數據表明內地經濟
復甦勢頭穩健，消費強勁復甦，預料將提
振市場情緒。 資料圖片

B2 ◆責任編輯：馬寧投 資 理 財

財 經 新 聞

廣東闊步領跑高質發展新征程
20232023年年11月月303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3年1月30日（星期一）

2023年1月30日（星期一）

近年來，廣東

經濟持續高質量

發展，在新時代

新征程中走在了

全國的前列，創

造出許多輝煌的

業績，展現出強

大的韌性、十足的成色和高度的靈活

性。作為中國經濟總量第一大省，廣

東經濟總量連續34年位列第一，其規

模已超越全球90%以上的國家。內地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因勢迎來了

飛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廣東」二字一度成為

內地經濟發達的代詞，「東南西北

中，發財到廣東」便是這一代詞的生

動註腳。

候歐美央行議息 金價高位震盪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1月 30日 - 2月 3日)

日期
30
31

1

2

3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澳洲
美國

美國

德國
美國

美國

香港時間
3:00 PM
9:30 AM
8:30 PM
10:00 PM
10:00 PM
10:00 PM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3:00 PM
8:30 PM
8:30 PM
10:00 PM
8:3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2022年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2022年12月份零售額#
2022年1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2022年12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2022年12月份建築開支

1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2022年12月份貿易盈餘(歐元)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2022年第四季非農業生產力
2022年12月份工廠訂單

1月份失業率
1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1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預測
-
-

45.4
108.1
0.0%
48.0

-
20.1 萬
+ 2.5%
+ 2.2%
3.6%

+ 19.0 萬
50.3

上次
+ 1.1%
+ 7.7%
44.9
108.3
+ 0.2%
48.4

108 億
18.6 萬
+ 0.8%
+ 1.0%
3.5%

+ 22.3 萬
49.6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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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廣東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沒
有改變，轉型升級、朝着高質量發

展的大勢亦沒有改變。與此同時，廣東經
濟在市場主體規模、發展基礎、市場潛
力、人才資源等諸多方面，顯著優勢更加
凸顯，此舉一方面有助廣東經濟結構不斷
優化，促使其發展質量和效益進一步提
升。另一方面，對於穩住中國經濟大盤，
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亦具有重要的支撐作
用，有着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勇當改革開放排頭兵
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動力源究竟來自何

處？我認為，以下三方面是重中之重。
第一，注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地

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中共十八大
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到廣東考察，並
作出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廣東「以更大魄
力、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努力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國前列、創造新的輝煌」。顯然，
廣東牢記住了總書記的殷殷囑託，為此不
斷砥礪前行、勇挑大樑，在新使命新任務
上擔當新作為，幹出了一番新氣象，開創

了全新局面。
與此同時，廣東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門

戶樞紐，正在全力塑造開放型經濟。自貿
試驗區的開放，正是觀察廣東全方位開放
型經濟的一扇「小窗口」。

粵港澳大灣區潛能無限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蘊含着大機遇，未

來將激發出更多的經濟增長潛能。近年
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取得階段性成
果。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以不到1%的
國土面積創造出了全國約12%的經濟總
量，由此可見大灣區的吸金「磁力」無比
強勁。外資企業對大灣區更是青睞有加，
紛至沓來。
湛江巴斯夫、惠州埃克森美孚等百億美

元級外資項目的開工建設表明，全球投資
者持續看好廣東這片「沃土」。我認為，
外資看好的不僅是令人驚喜的「廣東速
度」「粵港澳大灣區速度」，更是粵港澳
大灣區擁有的廣闊的市場空間，以及人才
優勢和政策支持等。
第三，「創新」是推進廣東經濟社會持

續高質量發展的「密碼」。數據顯示，廣

東不僅是經濟總量位居全國第一的經濟大
省，也是區域創新能力連續多年全國第一
的創新大省。截至2021年，廣東省高新技
術企業數量連續6年全國第一。不難發
現，成就廣東經濟發展新局面背後，蘊含
着的是一股股強勁的創新力量，而這些力
量已經成為廣東經濟發展的顯著優勢和鮮
明特徵。

善用人才助永葆發展動力
究其根源，這一切都離不開廣東良好的

創新環境。近年來，廣東不管是在資金支

持方面還是在政策體系、科技力量布局建
設等方面，都給予了全省企業極大的支
持，有力地輻射帶動了全省協調創新發展
的新格局。廿一世紀人才最寶貴，因此充
分利用好寶貴的人才資源，這也是廣東保
持區域發展活力的關鍵。
魅力廣東，未來可期。展望未來十年，
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將會越走越寬
廣，貿易之門也將越開越大，「錢兔」無
量。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強國提

速》。本欄逢周一刊出

縱然美元上周仍於低位徘徊，美元指數周
四更一度觸及8個月低位101.50，但其後美
元已見稍為喘穩，市場開始將焦點放在本周
的一系列主要央行會議。美國聯邦公開市場
委員會(FOMC)將在本周三開始為期兩天的
會議，市場預計加息幅度為25個基點，低
於美聯儲去年50個基點和75個基點的加息
幅度。英國央行和歐洲央行也將在本周四舉
行議息會議，市場預計他們將加息50個基
點，歐洲央行被認為最有可能保持鷹派立
場；而市場預料英國央行在周四將指標利率
提高50個基點至4.00%，然後在3月再加息

25個基點，之後會暫停升息。至於加拿大央
行剛於上周三將關鍵利率上調至4.5%，雖
然符合市場預期，但已成為第一個表示可能
暫停進一步加息的全球主要央行。

金價或回看1873關口
倫敦黃金方面，技術圖表所見，RSI於本

月在超買區間呈現着三個小型頂部，此外，
由去年11月低位1,615.50延伸至今的上升趨
向線現位於1,898美元，即若金價後市跌破
此區，則這兩個多月以來的上升趨勢亦會被
扭轉。
黃金比率計算，23.6%及38.2%的回吐幅

度為1,873及1,826美元，若進一步擴展至
50%及 61.8%的幅度則為1,788及 1,750美

元。至於向上阻力位料為1,950美元，下一
級則為1,980以至2,000美元關口。

銀價支撐位料於22.50
倫敦白銀方面，技術圖表所見10天平均

線正跌破25天平均線，而近日價格的盤整
底部位於23美元關口，故後市一旦跌破此
區，料銀價將會迎來一波調整走勢，延伸較
大支撐位看至22.50以至250天平均線21.78
美元。
至於上方阻力則要留意延伸自去年2月1

日高位的下降趨向線，在本月的兩個高位亦
剛好受制於此指標，至今則形成重要阻力在
24.38美元，另一關鍵參考25關口以至去年
4月18日高位26.21美元。

滬深300指數在春節前已較去年
的10月份低點上升逾19%，距

離邁進20%的技術性牛市只差「臨門
一腳」，春節歸來有望延續漲勢。假
日期間的消費數據表明經濟復甦勢頭
穩健，春節前四天的票房總額已高於
去年同期和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
境內出行及港澳跨境旅遊人數也大幅
增長，春節的消費強勁復甦，料可提
振市場情緒。

A股13日吸逾千億外資
而從資金面看，貴州茅台等消費白

馬股一貫受到外資青睞，消費復甦料
推動外資繼續買入A股，春節前北向
資金已經連續13個交易日淨買入，
資金淨流入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
為2020年以來最長。
盛寶金融(香港)市場策略師黃永輝

分析指出，A股的漲幅可能會持續，
因為內地經濟復甦將貫穿整個2023
年，投資者頭寸在去年秋天的拋售
後還沒有完全補充，上半年的反彈
也將受到美國通脹和美聯儲加息節
奏放緩、歐洲經濟好於預期等支
撐。

香港市場方面，假期結束後恒生指
數在上周四和上周五兩天繼續走高，
累計漲幅2.9%，為連續六周上揚。
恒生科技指數節後兩天漲幅更達
5.3%，追隨美股及中概股走勢。離岸
人民幣本月以來漲逾2%，連續3個
月走高。

港股利好料未完全發揮
大華繼顯(香港)執行董事梁偉源認

為，「你可以說市場在大幅上漲後顯
得有點貴，但我認為股市尚未完全消
化所有的好消息，尤其是在監管層

面。」

內地提振政策料續出台
不過，假日市場也出現波動。在日

本、荷蘭勢將與美國共同採取打壓措
施，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芯片設備的
消息擾動下，恒生科技指數上周五漲
幅一度收窄，離岸人民幣也掉頭下
跌。這顯示了中美摩擦仍是市場擔憂
的主要風險之一。但有分析師認為，
隨着市場預期3月份的全國兩會將宣
布更多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對內地
股票的投資需求可能會持續。

申請新酒牌公告
KAEN TEPPANYAKI

現特通告：陳啟聰其地址為香港中
環皇后大道中15號告羅士打大廈
44樓C單位，現向酒牌局申請位
於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5號告羅
士 打 大 廈 44 樓 C 單 位 KAEN
TEPPANYA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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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滬深300指數
由去年 10月底
低位連續反彈3
個月， 主要受

惠中央進一步優化防疫政策及入境隔離
措施。市場預期內地經濟重啟，正積極
部署A股投資。事實上，今年首20日
經滬深股通的北向資金，累計淨買入A
股達1,125億元（人民幣，下同）為歷
來同期最高。2022年全年北向資金淨
買入金額為900億元，今年1月北向流
入資金規模，已超越去年全年總和。

環球資金料加快流入A股
筆者認為，環球資金將於未來繼續加

快流入A股，有望進一步提振其表現。
除了憧憬內地疫後經濟復甦，美聯儲加
息周期即將告一段落、美元大幅走軟及
歐美經濟增長放慢等因素，都促使環球
資金開始尋找更好的出路。去年受疫情
及地產板塊流動性問題影響，內地經濟
按年增速放慢至3%。但隨着此波疫情
高峰期過後，估計日常活動將很快恢
復，經濟增長可加速回升。早前內地
31個省市公布2023年的經濟增長目
標，整體介乎4%至9.5%，全部高於去
年的水平。當中29個省市今年的經濟
增長目標更為5%或以上。預料3月召
開的兩會之後，內地將推出更多穩增長
政策，有望進一步提振經濟、就業和消
費。

旅遊消費板塊或最先受惠
近期內地多個大城市地鐵人流已明顯

大幅回升，筆者預期疫後率先受惠的是
A股旅遊和消費相關板塊，包括餐飲、
白酒、美容及家電，及券商和保險等金
融板塊。（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
成任何投資建議）香港文匯報訊 春節是餐飲市場復

甦的試金石，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
後，餐飲業經營情況持續向好。據呷
哺呷哺（0520）公布，春節期間旗下
品牌的翻枱率、茶飲量、營業額、門
店數量等多個管理指標亮眼。

單月翻枱率環比飆3倍
呷哺呷哺茶飲單月售賣量刷新近兩

年內茶飲單月售賣歷史紀錄，翻枱率
環比12月增長近3倍。其中，大年初
四迎來客流最高峰，山西、山東、河
南、河北、浙江等地市場表現最為突
出，部分餐廳得益於之前儲值會員的

二次複購，更是取得高達8翻的成
績。整體數據顯示，呷哺呷哺（品
牌）2023年春節總體營收比2022年
春節增長126%。從各地方數據看，
天津、黑龍江等北方門店客流和營業
額同比增長2倍以上，北京及河北等
地門店營業額仍保持1.5倍增長。

滬市場本月連開8新店
呷哺集團東擴南進的大戰略下，浙

江、湖北、湖南等南方門店在客流和
營業額上也大幅攀升，同比2022年
增長近3倍。截至1月24日，已有30
家呷哺呷哺新店陸續亮相，尤其上海

市場1月份八家「南下新模型」新店
連開，翻枱率最高取得 15翻的成
績；國際市場方面，湊湊火鍋率先在
2022年1月進軍新加坡，目前已開設
3家餐廳；集團今年內計劃新增6家
門店並將海外觸角延伸至馬來西亞。

◆ 展望未來
十年，廣東
經濟高質量
發展之路將
會越走越寬
廣，貿易之
門也將越開
越大。

資料圖片

春節消費強勁 A股兔年勢開門紅

財 經 簡 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消息，英國物業集團Land
Securities（Landsec）上周五表示，以3.495億英鎊（約
33.89億港元）作價，將位於倫敦的 One New Street
Square 辦公物業售予香港華懋集團。Landsec表示，這
個276,502平方呎的辦公空間在2022年9月的估值為
3.628億英鎊。One New Street Square在2016年落成，
由全球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德勤全幢承租，租約期至
2036年。目前每年淨額租金約1,680萬英鎊。

呷哺呷哺新春營收「兔飛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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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呷哺呷哺旗下湊湊火鍋廣州
番禺天河城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