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近日股價再刷新紀錄，令其成為全球首個

市值突破3萬億美元（約23.25萬億港元）的公

司，數字相當驚人，因為3萬億美元已經超過整

個英國的GDP，使蘋果相當於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對比我

們熟悉的港股市場，4日港股主板連同創業板總市值共約

42.22萬億港元，換言之，一間蘋果公司，已經相當於整

體港股市值約55%，又或是相當於5.5間騰訊(騰訊4日市

值43,237.71億港元)，足見科技創新的威力，同時也令股

東有豐厚回報。蘋果自iPhone問世以來，股價已暴漲約

5,800%。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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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3萬億美元市值有幾大？

1間蘋果

=

約3間Meta
Meta前身為Facebook
現市值約9,400億美元

=

約5.5間騰訊
騰訊現市值約5,500億美元

約9.3間阿里巴巴
阿里現市值約3,200億美元

=

55%

約55%港股主板市值
港股現市值55,793億美元

=

=

匯控現市值1,264億美元

約23.7間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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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股價周一已一度突破182.86美元，市值首度站上3萬億美元，截
至北京時間4日晚9：45，其盤前報182.88美元。蘋果公司於1976

年創立，2018年8月市值首度站上1萬億美元，耗時42年。之後兩年，
蘋果市值多次失守1萬億美元關卡，拜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熱錢湧入
股市所賜，蘋果市值於2020年8月突破2萬億美元。相隔約16個月，蘋
果市值衝上3萬億美元。

有iPhone以來 股價累升58倍
3萬億美元是什麼概念？是全球首富Elon Musk總財產的10倍，並相當於

全球第五大經濟體。目前第四大經濟體為德國，其GDP為3.8萬億美元，英
國以2.67萬億美元排第五。市場估計蘋果有機會於今年超過德國，晉身成全
球第四大經濟體。
事實上，在近年全球疫情、美國「收水」等不明朗因素影響大市下，投資

者將手持超高現金的蘋果，視為投資避風港，使得該股股價一直水漲船高。
加上2014年後兩度拆細股票、股價更為親民，令蘋果股票已成為機構
投資者及散戶熱門投資標的。而自2007年 1月發布首款
iPhone以來，蘋果股價已暴漲約58倍，遠遠跑贏同期
標普500指數約2.3倍漲幅。
而蘋果現時已開始探索自駕汽車和元宇宙等新

市場，市場相信投資者會因而繼續炒作該股。
摩根士丹利分析師Katy Huberty 在去年 12
月，將蘋果目標價從164美元上調至200美
元，維持「買入」評級，預期蘋果將受益於
VR眼鏡及電動車等新產品，App Store營收
也將超預期。此外，去年第四季iPhone的發
貨量達8,300萬部，比預期多出300萬部，也
是該股突破新高的原因。

龐大生態系統 躺着也賺錢
在上一個會計年度，由於市場對升級5G iPhone

的需求強勁，蘋果營收成長了33%至3,658億美元。
路透社的分析文章指出，蘋果長期跑贏的理由，是蘋果
建立了擁有10億iPhone用戶的龐大生態系統，他們會花錢購
買蘋果的其他服務，令蘋果往後發展處於有利地位，例如自駕車和
VR技術。
蘋果貴為全球市值冠軍企業，難得的是還甚少犯錯或捲入國與國之

間的「關公災難」，上個會計年度營收與營業利益分別激增33%、
64%，繳出近年最耀眼業績，未辜負投資者殷切期待。
Gullane Capital Partners管理合夥人Trip Miller表示，蘋果雖升

至近歷史高位，但對長期投資者來說，並非賣出的信號。Capital
Investment Counsel首席經濟學家Hal Eddins對外電表示，蘋果在
整個疫情期間，一直是「安全股」，投資者可能期待蘋果往後的
銷售會持續強勁。

一家公司值錢過一半港股總市值

另一個使蘋
果估值不斷膨
脹的動力，是

該公司在2018年設定了一個目標，該目標
是從其資產負債表中，將獲得近1,000億美
元的淨現金全數返還給股東。蘋果滿手現金
同時又不斷賺錢，使該目標難以達成。蘋果
2021財年透過自身營運，又再產生了1,040
億美元現金，雖然已向股東返還1,065億美
元，但在該財年結束時，蘋果的淨現金仍有
660億美元。

受制反壟斷 無法耗資收購
Wisconsin資本管理創始人Tom Plumb表

示，目前美國的反壟斷監管下，巨型機構
基本上不可能作出大規模收購，因此蘋果

別無選擇，只能將現金返還給股東。蘋果
每年都有1,000億美元以上的現金流，而
蘋果近年一直在為花掉這些錢而戰，其中
一個方法是不斷派錢給股東，故投資者實
在難以做淡一家擁有這麼龐大現金流的公
司，使得蘋果一直節節上升。
不過，仍有陣營看淡蘋果，有意見認

為，蘋果的用戶基礎已達極限，而蘋果能
從每位用戶中，榨出多少獲利上，似乎亦
到了上限，因此難保蘋果未來產品還能像
iPhone 那樣有利可圖。Bernstein 分析師
Toni Sacconaghi警告，蘋果在VR產品上
的前景很光明，但恐怕到2030年前，有關
的營收佔比，可能僅有 4%。到 2040 年
前，那些VR設備的整體市場恐怕也沒10
億美元。

坐擁龐大現金 無法被沽空
不 敗 之 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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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約2.67萬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保
供穩價措施持續顯效，2021年12月財新中國製造
業PMI升至50.9，較11月回升1個百分點，重回
擴張區間，且為2021年下半年以來最高。但外需
仍然低迷，就業壓力增大。

出廠價格落入收縮區間
PMI報告顯示，製造業供給強勁，需求改善，

通脹壓力緩解。隨着供給約束進一步改善，生產
指數連續第二個月在擴張區間上升；內地散發疫
情影響可控，需求景氣度由降轉升，新訂單指數
為近四個月內第三次位於擴張區間。通脹壓力繼
續緩解，其中製造業出廠價格指數自2020年5月
以來首次落入收縮區間， 企業降價促銷驅動較
強。同時，市況回暖，製造業企業採購量較前月
大幅增加，調查顯示，部分銷售狀況較好的企業
開始主動補充庫存。
但另一方面，海外需求繼續低迷，隨着海外疫

情壓力加大，集裝箱運力不足，運費高漲，新出口
訂單指數連續第五個月低於50。與此同時，就業
指數連續第五個月低於榮枯線，並為2021年三月
以來的最低，顯示就業壓力增加。企業家擔憂疫情
及其對供應鏈的負面影響，企業家樂觀情緒轉弱。
生產經營預期指數降至2020年5月以來最低。
早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1年12月製

造業PMI上升0.2個百分點至50.3，連續兩月處
於擴張區間。

就業承壓「穩經濟」成主線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表示，統計局製造

業PMI與財新中國製造業PMI均顯示製造業景氣
度平穩恢復。 製造業景氣度恢復，供求有所改
善，通脹壓力緩解，但就業市場依然承壓，經濟
基礎恢復不牢固，企業樂觀預期有所減弱，疫情
反覆和海外需求仍是不穩定因素。「穩經濟」將
成為2022年經濟工作的主線。
王喆說，就業承壓是當前經濟面臨的最突出問

題，財新和統計局製造業PMI就業指數分別連續5
個月和9個月位於榮枯線下。近期多項數據均指向
就業市場改善動能邊際趨緩，未來一段時期，政策
層面應強化就業優先導向、加強對中小企業的定向
支持以及增強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
市場分析，2022年首季，在專項債發行前傾和

重大項目施工加快的共同作用下，投資發力將是
穩增長的重點，但同時小微企業經營狀況惡化、
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加大等問題不容小覷，更多
穩增長措施有待明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內
地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持續，影響大灣
區內企業的營商信心。在4日公布的
渣打大灣區營商景氣指數（GBAI）
顯示，GBAI商業活動現狀指數從去
年第三季的 52.7 下降至第四季的
50.3，為連續第二個季度下降。不
過，展望今年新一季，渣打認為隨着
近期中央宏觀政策更偏向增長立場，
中國人民銀行於上月全面降準，相信

內地經濟增長會逐步企穩，有助支撐
2022年第一季營商信心的恢復。
渣打與貿發局合作對大灣區開展運

營的1,000多家公司展開季度調查，
由此編制的渣打大灣區營商景氣指數
（GBAI）顯示，經過2021年的挑戰
後，大灣區企業營商信心前景有所轉
弱。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
4日於記者會表示，儘管近期見到零
售與消費等數據有所改善，但只要香

港未能實現與外界全面恢復通關，香
港經濟難以回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新變種病毒抑香港增長
香港貿發局研究副總監黃醒彪4日

則表示，預計今年香港會繼續保持
經濟增長，但增幅不大，主要原因
是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帶來的各
種不穩定因素，可能會推遲恢復通
關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內地近
年收緊房地產行業監管，部分內房企捲入
嚴重債務危機，加上中國經濟下行壓力
大，不少人都不看好內地的地產行業。不
過經已布局上海30年的嘉里建設卻無懼淡
市，繼去年11月購入上海地皮之後，4日
再大手筆出資133.29億元人民幣投得上海
黃浦區一幅舊改地皮，計劃發展成為地標
式綜合發展項目，真金白銀對中國經濟投
下信心一票。
嘉里建設4日公布，全資附屬公司卓妙

成功在招標中購入上海市黃浦區規劃和自
然資源局就黃浦區廣場社區地塊出讓的土
地使用權，代價133.29億元人民幣，將用
作綜合發展之用。該地總面積為3.81萬平
方米，其用途之中，住宅、辦公及商業用
途年期分別為70年、50年及40年。

綜合項目樓面逾19.85萬平方米
根據集團公告，黃浦區廣場社區土塊包

括 C010102 單 元 064-01、 065-01、
066-01、067-01地塊（位於東至盛澤路、
南至人民路、西至浙江南路、北至寧海東
路）。嘉里稱，該地位於上海黃浦區核心
地段，毗鄰外灘、豫園、南京東路步行街
及人民廣場等地標。該地總建築面積約
19.85萬平方米，將包括住宅公寓及石庫
門聯排別墅，零售、酒店及配套設施及低

密度辦公樓。
集團提到，該地珍罕之處，是其位於上

海黃浦區深化城市有機更新及歷史風貌保
護計劃之中心位置，展望項目連接外灘與
淮海路、新天地與老城廂區域，為集團提
供於上海核心區域營造地標的機會。作為
城市有機更新計劃的一部分，指定歷史遺
蹟及歷史建築物將得到修繕和重建，該地
將發展成為地標式綜合發展項目。

配合策略 強化資產組合
嘉里又表示，對項目長遠前景樂觀，相

信可配合集團的策略，強化高端住宅物業
及優質投資物業資產組合。期望隨着項目
分階段推售，帶來不俗銷售收入，並循着
內地發展的步伐，貢獻經常性租金收入和
資本增值。
翻查資料，嘉里建設早在1992年就開始

布局上海。近30年來，嘉里在當地發展的
項目包括靜安嘉里中心、浦東嘉里、嘉里
不夜城、嘉里華庭等多個項目，涉及住
宅、商業、辦公等多種物業。
除本次項目，嘉里最近一次在上海拿地

在去年11月，同樣由卓妙取得黃浦區項
目。而去年2月，嘉里亦聯合GIC以60億
元人民幣拿下浦東區超大綜合體地皮，雙
方按40%及60%比例持有及發展項目地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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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國經濟信心一票 嘉里133億上海再買地

渣打：灣區企業營商信心轉弱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
(右)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副總監黃
醒彪。 記者岑健樂 攝

嘉里最近內地業務收入情況
種類

合約銷售
物業租賃收入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期業績
資料來源：嘉里建設及市場資訊 製表：記者 黎梓田

收入(港元)
61.7億
19.9億

該種類收入佔比
佔內地及香港合約總銷售75%
佔租賃總收入75%

●嘉里所購土
地鄰近上海地
標 大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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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雯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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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總面積約3.81萬平方米
總建築面積約19.85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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