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商湯尾市以最高位收市，總市值升至 2579 億
元，成交額更勝盈富基金(2800)、騰訊(700)、阿里巴
巴(9988)等熱門港股或ETF。商湯上市時遭受美國無理
阻撓，一度延後上市進程，其後以招股價下限3.85元
定價。首掛日收升7%，次日大升超過三成，以5.5元
高位收市。昨日市場買盤強勁，該股再升四成收市。

商湯市值超3大地產商
商湯雖目前業務主要來自內地，但初創於香港，一

直是本港創科界代表性的 「獨角獸」(估值10億美元
以上初創公司)。隨商湯上市後市值急增至 2579 億
元(約330億美元)，已超越多家傳統本地地產股，如長
實(1113)市值才1779億元、恒基地產(012)市值才1610
億元、新世界發展(017)市值才766億元，僅未超越新
鴻基地產(016)的2739億元市值。

至於港股2022年首個交易日，高開低走，恒生指數
早段升逾200點後無以為繼，午後倒跌逾200點，低見

23193 點；收市報 23274 點，跌 122 點或 0.53%。國企
指數收報 8188 點，跌 47 點或 0.58%；科技指數收報
5640 點，跌 30 點或 0.54%。主板全日成交 699 億港
元，港股通暫停。

科網股普遍下跌
大型科網股全線下跌，上日急升的阿里巴巴回吐

3.3%；阿里健康(241)亦跌 5.1%。小米集團(1810)跌
1.6%；京東集團(9618)跌1.3%；美團(3690)跌0.9%；騰訊
(700)跌0.6%，合共拖低恒指100點，佔大市八成跌幅。

另外，正在招股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產商金力
永磁(6680)，孖展申購暫不足額，現錄得 0.35 倍孖展
申購額，孖展申購額1.77億元。發售價介乎33.8元至
40.3 元，一手 200 股，以最高價計，一手入場約
8141.23元，本周五(1月7日)截止認購。金力永磁董事
長蔡報貴透露，全球新能源汽車行業的首五大企業
中，有四間為公司客戶。

商湯新年首日勁升四成

疫情肆虐、市場動蕩的2021年已經過
去，2022年已開始，同以往一樣，每個
人都對新的一年充滿希望和期待；然而，
不能迴避的事實是，2022年對全球各國

來說又將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一年，形勢嚴峻程度並不
亞於過去的兩年，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和危機有增無
減，能否有效化解風險和避免危機，需要全球各國攜
起手來，共同面對。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我
行我素，在全世界搞對抗、搞分裂，因此，2022年全
球經濟會否重新陷入危機泥沼，仍是一個未知數。

為了便於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充分認識到風險和
危機的存在，並進行有效甄別和把控，經濟學者把
全球，以及各國面臨的各種潛在風險和危機分為兩
大類：一類是灰犀牛，另一類是黑天鵝。所謂灰犀
牛是指那些發生概率較高，一旦發生將產生較大影
響的潛在風險和危機。所謂黑天鵝是指那些發生概
率較小，但一旦發生就將導致毀滅性災難後果的潛
在風險和危機。由於灰犀牛塊頭大，可見度較高，
甚至每天發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而人們習
以為常，其潛在風險和危機往往也容易被人們忽
視。黑天鵝風險和危機在最初醞釀時段往往不引人
注目，具有極強的隱蔽性，不容易被發現，需要有
敏銳的分析和判斷，因此，黑天鵝也往往不易被人
們察覺而潛伏在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之中。

Omicron或成全球新災難
2022年全球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可謂危機四伏，

風險無處不在，雖然黑天鵝還隱藏很深，但灰犀牛卻
依稀可見，至少有三隻灰犀牛正迎面而來。首先，疫
情再次席捲全球，或再次重創全球經濟。新型冠狀病
毒此起彼伏，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勢，尤其歐美諸國疫
情幾乎處於失控狀態，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為財力不
濟、醫療條件落後，對疫情只能聽之任之，有鑑於
此，世界衛生組織不斷向全球發出疫情預警，表明新
型的奧密克戎(Omicron)病毒有可能傳遍全球，成為
全球新的災難。毫無疑問，如果2022年全球不能夠
有效遏止疫情，那麼，將有可能再次重創全球經濟，
全球或再次陷入重大衰退之中。

美歐高通脹遺害大
其次，美歐高通脹遺害無窮，或禍害越來越多的

國家和地區。自2021年年中以來，美國和歐洲的通
脹率持續大幅攀升，2021年11月份美國的通脹率已
經高達6.8%，創出40年來的新高；而歐元區的通脹
率也已經攀升至5%，亦創出25年來的新高。美國政
府一直吹噓美國的通脹只是個暫時現象不會在長時
間持續，然而，面對居高不下的通脹率，美聯儲主
席鮑威爾不得不承認，美國存在長期高通脹的風
險。歐洲的情況和美國大致相若，高通脹將無法在
短期內解決。由於美元是全球硬通貨，歐元也是僅
次於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精英貨幣，因此，美歐的高
通脹必然會通過美元和歐元向那些嚴重依賴美元和
歐元的國家和地區傳遞，美歐在這些國家和地區輸
出羊毛的同時，還同時輸出通脹，並給世界經濟帶
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俄烏衝突為歐洲帶來災難
再者，俄烏邊境衝突一觸即發，或引發地區動

蕩。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邊境對峙始作俑者是以
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北約以吸引烏克蘭加入北約
為誘餌，不斷唆使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對抗，企圖
令俄羅斯最終因國力不支而消耗至死。俄羅斯看穿
了美國和北約的企圖，已經向美國和北約下達了通
牒，警告美國和北約已經踩到了俄羅斯的底線，在
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已經退無可退，不排除用軍事
技術手段來回應敵對行為。有觀察家指出，俄羅斯
對美國和北約的打壓已經忍無可忍，俄烏邊境危機
的嚴重程度已經超過了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俄
烏邊境危機將如何演變？會否出現熱戰衝突？目前
皆為一個未知數。如果俄烏爆發戰爭，那將不僅僅
是俄烏兩國的事情，而有可能將整個歐洲拖下水，
並為歐洲和中亞地區帶來災難。

銀行未停止
承造納米樓按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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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連漲3日市值見2579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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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三隻灰犀牛
迎面走來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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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自從政府上月尾公布今季賣地計
劃，其中一幅住宅地皮賣地條款加入限呎要求，市
傳有中小型銀行研究停止承造面積250方呎以下單
位的按揭貸款。金管局發言人稱，據了解，主要銀
行並沒有計劃停止相關按揭貸款。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表示，據了解現
時未有銀行根據樓宇面積拒批按揭申請。事實上，
銀行一直爭取不同客戶群，但亦會根據借款人的自
身條件(如年齡、入息)及按揭物業條件(如樓齡、估
值)等因素而審批其按揭申請。而納米樓面積雖小，
但樓價相對上較易負擔，仍有一定市場需求，當中
包括上車客以及部分投資客。相信政府引入限呎樓
措施，是為保障市民有最低的居住空間。納米樓有
一定市場，相信銀行普遍仍會承造按揭。

據經絡按揭轉介研究部總結，2021年全年現樓按
揭宗數錄得102591宗，對比前年同期的84041宗增
加18550宗，上升22.1%，創2年新高。2021年全年
樓花按揭宗數則為5976宗，對比去年同期的7682宗
下跌約22.2%或1706宗，創8年新低。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商湯集團(020)掛牌後連漲3日，在昨日的2022
年首個交易日再勁升四成，收報7.75元，上市短短3日已較招股價累升101%。該
股昨日成交額達31.65億元，為昨日最多成交股份，風頭一時無兩。另外，恒指在
今年首個交易日高開低走，收報23274點跌122點或0.53%。大行對今年港股看法
較正面，花旗及瑞信均預期大市可上試26000點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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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外媒引述消息報道，香港機場管理
局計劃發行多筆美元債券，集資最多 40 億美元(約
312億港元)，當中包括5年期綠色債券。當局已委任
美國銀行、法巴、豐銀行、摩根大通、渣打、中國
銀行（3988）、巴克萊等22家銀行，發行多筆美元計
價的債券，將於今日起評估投資者的反應。

報道指，今次將會是市場對本港機場投資的重大考
驗，因為受疫情影響，航空業界普遍預計客運量將經
過3至4年才逐步回復至疫情前水平，而香港目前採
取全球最嚴謹的入境防控要求。

據條款清單披露，機管局發行債券所籌集的資金，
將用於資助該局的多項資本支出計劃。

發布首份可持續金融框架
另外，機管局發布首份可持續金融框架。機管局的

可持續金融框架載述其如何擬藉訂立可持續融資交
易，為項目開支提供資金，藉以帶來環境及/或社會
效益，以及支持機管局達至成為全球最環保機場的目
標，這亦將進一步推動城市基礎設施的可持續發展，
以配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可持續融資交易涵蓋債券、貸款及其他形式的債務
融資，透過應用交易所得的款項，資助可持續金融框
架所界定的合資格綠色及社會項目類別，藉此支持可
持續發展。

機管局傳委22銀行
發美元債籌312億

恒大停牌涉海南島39棟樓違法
中國恒大(3333)昨日開市前停牌，公司稱將刊發一份載有

內幕消息的公告，停牌前報1.59元。有內地報道指，海南
省一地方政府，要求恒大在10天內拆除39處違法建築物。
早於一個月前恒大在海南的數塊地皮，因閒置逾兩年已經
遭政府無償回收。消息令市場對內房債務憂慮加重，內房
股急挫，融創中國(1918)跌近一成，報10.66元，世茂集團
(813)跌近7%，報4.75元。恒大同系公司恒大汽車(708)曾跌
一成，其後調頭回升10.79%，收報3.9元。恒大物業(6666)
曾跌4%，收報2.62元，跌0.75%。

另外，花旗發表報告表示，中國恒大去年12月份銷售較
2020年同期下降99%，在該行追蹤的31家上市房地產企業中
表現最差。與前月相較，中國恒大12月份的銷售則是下降
7%。花旗分析師在周日發表的報告中指出，12月物業銷售整
體上並不像擔心的那樣糟糕。31家上市房地產企業當月銷售
加權平均較去年同期下降26%，按月更增長23%。花旗表示，
由於房產稅預期令需求承壓，本季度銷售預料將繼續疲軟，

而春節假期之際供應將減少，花旗預計本季度銷售下降30%。

元朗The YOHO Hub累售403伙
新地(016)副董事總經理雷霆在記者會上表示，集團旗下

元朗站上蓋項目 The YOHO Hub 開售 8 日至今售出 403
伙，套現約44億元，平均成交呎價約21500元，計劃農曆
年後加推，有加價空間。

雷霆表示，2021年全年一手成交量達17000宗，成交金額
超過2200億元，隨本地經濟復蘇，相信2022年的成交宗
數及成交金額均更進一步。集團今年上半年或將推出五個新
盤，其中以北角 「海璇」第二期及屯門兆康項目進度較快。
雷霆稱兆康項目會分期發展，多期伙數超過4500伙，第一期
有機會最快首季尾或次季初獲批預售，單位數目約800伙。

新地代理總經理陳漢麟表示，The YOHO Hub於1月2
日售出成交價最高為2座41樓C室，面積1036平方呎，成
交價2272.41萬，呎價21934元。客源方面，對比集團過往
旗下元朗項目，外區客比例有所增多，港島九龍客佔超過
25%，元朗區佔45% ，其餘30%客人來自新界其他地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羅兵咸永道
預料，今年香港主板的新股集資額介乎3500億元
至4000億元，上市公司數目達120家。羅兵咸永
道香港企業客戶主管合夥人黃煒邦認為，上述集
資額的估計較為保守，有信心本港今年新股集資
額可重返全球三甲之內。另外，該行的香港資本
市場服務合夥人黃金錢估計，香港首隻特殊目的
收購公司(SPAC)將於上半年登場。

其中，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資額，羅兵咸永道料
約有400億元、涉及20家公司。至於從美國到港
作第一或第二上市的 「中概股」，集資額介乎
1000億元至1500億元，涉及10至15家公司。黃
煒邦估計，到美國上市的 「中概股」以科技、媒
體和通信(TMT)為主，相信來港的 「中概股」，
也是以TMT為主。

首隻SPAC料上半年登場
至於全年SPAC，該行料達10至15隻，集資額

介乎 200 億元至 300 億元。對於港交所(388)規
定，SPAC的發起人須持有由證監會發出的 「6號
牌」或 「9號牌」，黃金錢指，難以評估上述規
定會否促使更多人申請 「6號牌」或 「9號牌」，
但認為港交所對SAPC發起人所訂下的要求，是
較為審慎，相信日後有機會放寬相關專業要求。

問及環球市場SPAC最火熱集資時機是否已經
過去，黃金錢認為，即使SPAC於集資高峰回落
後，仍會再有高峰，當前急務是認為要做好自
己。另外，對於近年少有企業到創業板(GEM)上
市，黃金錢認為，港交所(388)可改革GEM，從而
協助中小企或初創企業集資。

羅兵咸料港IPO
重返三甲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政府統計處最新
公布，香港去年 11 月零售業臨時總銷貨值按年增長
7.1%至 307 億元，較去年 10 月的 12.1%放緩 5 個百分
點，且低於市場預期按年增長9.7%。香港零售管理協
會主席謝邱安儀稱，業界對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
憂慮很大，擔心若爆發第五波疫情，將導致政府收緊
限聚令，今年銷售表現將會倒退，建議港府考慮再次
發放電子消費券。

謝邱安儀表示，原本預期今年銷情將與去年相若，
但若爆發第五波疫情，全年零售銷售表現或會倒退。
對於目前香港單月零售銷售，仍較疫情及修例風波之
前落後約30%，謝邱安儀指， 「一日仍未能(與內地)恢
復通關，(相關跌幅)一日不能修復」。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殷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本港內需反彈已經 「七七八八」，若沒
有利好因素帶動，內需增長將會放慢。他估計，若香
港可與內地局部通關，今年香港零售銷售有望按年增
長7%；若極端情況發生，全年有可能零增長。

建議再發放電子消費券
另外，對於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早前向政府建議，一

旦香港仍未能與內地通關，港府可考慮再次發放電子

消費券，謝邱安儀指，已在不同場合向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反映，但暫未收到政府的回應。

政府發言人則指，受惠於經濟穩健復蘇和消費券計
劃，消費氣氛維持正面；只要本地疫情維持受控，經
濟和勞工市場情況改善，應會繼續為零售業提供支
持。

商湯肯定是近日港股的大贏家。

曹德明相信銀行普遍仍會承造納米樓其按揭申請。

11月零售升7.1%遜預期

顏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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