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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1月公屋買賣62宗
總值1.84億元

中國外貿實現由弱到強

本港最新失業率3.9%

大灣區航空可辦104條航線

恒指穩守24000點關口 藍籌新貴聯想獲吼

預算案
前瞻

人行央票超購2.4倍

金融
瞭望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
道：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高處未
算高，香港失業率勢將再次飆
升！雖然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最新
失業率維持 3.9%不變，但分析
稱，數據未反映港府1月初收緊防
疫措施的影響。有飲食業界人士
預計，觀乎當前疫情需時更長才
可控制下來，相信飲食業的失業
率將超越以往數波疫情，呼籲港
府推出第七輪 「防疫抗疫基金」
救市。

【香港商報訊】恒指昨低開218點，之後跌幅曾
收窄至96點，高見24231點，但科技股午後急挫，
拖累港股最多跌 328 點，低見 23998 點。恒指最終
收市跌157點或0.65%，報24170點，穩守24000點
關口；國指則跌81點或0.96%，報8455點；恒科指
跌2.8%，報5327點，大市全日成交增至1437.49億
元。

恒指公司上周五(18 日)收市後公布恒指季檢結
果，恒指加入聯想集團(992)及農夫山泉(9633)，其
中2018年第二度被剔出藍籌行列的聯想集團，爆冷
再度入選，更獲多家大行調升目標價，股價一開市
即升逾4%，其後更一度升逾一成，收市報9元升逾
半成。至於內地樽裝水生產商農夫山泉成為恒指新
貴消息出爐後，股價昨高開1.9%升至48.8元後欠承

接，曾掉頭倒跌6.7%低見44.7元，最終仍能微升，
收市報48.15元。至於微盟(2013)則遭剔出恒科指成
分股，全日大跌9.8%。

海底撈料去年虧損瀉5.5%
由於中電信(728)母公司中國電信集團，計劃加快

優化算力布局，全日升 2.6%；同一板塊的中移動
(941)也升2%；聯通(762)亦走高1.4%。不過，內地
連鎖食肆海底撈(6862)由於預料去年虧損38億至45
億元人民幣，全日瀉5.5%，成為表現最差藍籌。

另外，市場盛傳內地遊戲公司今年不獲新發版
號，一眾科技股受壓，其中股王騰訊(700)急瀉
5.2%；嗶哩嗶哩(9626)大跌 9.6%；網易(9999)挫
3.8%：快手(1024)插7.3%；網龍(777)亦瀉6%。

【香港商報訊】中原研究部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
1月份二手公屋買賣合約登記(包括公屋自由市場及第
二市場)錄得62宗，總值1.84億元，較2021年12月的
77宗及2.07億元，分別下跌19.5%及11.1%。宗數是創
2021年6月62宗後的七個月新低，金額是創2021年5
月1.29億元後的八個月新低。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成交量
反映12月聖誕長假期影響，公屋交投回軟。2022年1
月第五波疫情開始，二手樓市成交減慢，估計2月公
屋登記將下調。近期疫情急速惡化，政府再度收緊防
疫措施，對公屋市道影響將於3月登記中反映，相信
買賣繼續下跌。成交金額最高的二手公屋是沙田顯徑
顯揚樓11樓的單位，成交價550萬元。第二高是深
水李鄭屋忠孝樓16樓的單位，成交價錄540.0萬
元。

1月村屋成交146宗
另外，中原研究部亦發表村屋成交最新數據，2022

年 1 月新界鄉村屋宇二手買賣合約登記錄 146 宗及
8.24億元，較2021年12月的178宗及9.90億元，分別
下跌18.0%及16.8%。宗數創2021年1月的145宗後12
個月新低，金額創 2021 年 10 月的 8.04 億元後三個月
新低。

在村屋成交金額分類統計方面，2022年1月新界二
手村屋價值300萬元或以下的買賣錄22宗，按月上升
15.8%。價值400萬至500萬元的買賣錄29宗，按月上
升3.6%。相反，價值500萬元以上的買賣錄83宗，按
月下跌23.9%。而價值300萬至400萬元的買賣跌幅最
大，錄12宗，按月下跌45.5%。

【香港商報訊】人民銀行在香港
成功發行兩期總值250億元人民幣央
行票據，當中3個月期央票發行規模
100 億元，1 年期規模 150 億元，中
標利率分別為2.5厘和2.7厘。

人行表示，今次央票發行受到境
外投資者廣泛歡迎，包括歐美及亞
洲等多國和地區銀行、央行、基
金、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以及
國際金融組織踴躍參與，投標總額
近 600 億元，相當於發行量約 2.4
倍，反映人民幣資產對境外投資者
有較強吸引力，以及全球投資者對
中國經濟的信心。

中標利率分別
2.5厘及2.7厘

人行指出，目前在香港常態發行
人民幣央票，有助香港市場人民幣
投資產品系列和流動性管理工具更
加豐富，帶動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
等其他主體，在離岸市場發行人民
幣債券。

另外，近年離岸市場發行的人民
幣國債、金融債券和企業債券不斷
增加，發行方式和地點多樣化，反
映央票對促進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
有積極作用。

回憶往事，中國對外貿易走過了一條
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極不平凡辛酸之
路，在加入 WTO 之前及初期，中國經
濟總體上仍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位

置，因而，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始終處於被動和被剝削
的境地，中國對外出口的產品絕大多數都是低附加值
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初級原材料產品或者資源性產
品，在那個年代，中國用幾億雙鞋或幾億件衣服換美
國一架飛機的交易案例一直都在上演。

中國已是出口大國
然而，隨中國經濟逐漸強大起來，中國的對外貿

易也不斷升級換代，不斷實現新的突破。中國入世
20 年，中國國際貿易也實現了由貿易小國到貿易大
國，再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今天的中國對
外貿易已改天換地，再也不是低端貨物的出口大國，
而是光伏發電、無人機、汽車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
大國，今天中國機電設備、高科技等高附加值產品的
出口已佔到整體出口的近70%。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不斷加強，今天中國已成為了近150個國家和地區的
第一大貿易夥伴。據悉，早在 2006 年中國經濟對全
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首次超過美國，位居全球第一，
至此，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引
擎。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一直處於30%的高位上。

外貿多元化戰略化解貿戰壓力
中國國際貿易的強大還表現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於

2018年開始向中國發動的貿易戰，不僅沒有動搖中國
在國際貿易中的強大地位，反讓中國在全球產業供應
鏈之中的地位更加重要。2018年美國特朗普政府首先
對中國發難實施貿易制裁，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三
年來，中國通過對外貿易多元化戰略，以及實施 「國
內國際兩個大循環」戰略，不僅有效化解了美國發動
貿易戰帶來的各種壓力，且還開創了國際貿易的新局
面，除了與美國的貿易額下降之外，中國與其他國家
和地區的貿易都有大幅增加，中國外貿整體規模續呈
現大幅增長。

相反，美國反因對中國實施的貿易制裁而陷入被
動，美國國內發生的通貨膨脹、供應鏈中斷等問題正
是特朗普政府所種下的惡果，這也促使拜登政府在中
美經貿關係的處理上不得不改弦易轍，重回中美正常
發展軌道。如今，中國外貿在實現巨大飛躍的同時，
作為世界最大貿易強國的地位正日益得到鞏固。

顏安生

【香港商報訊】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將於明天(23 日)公布，香港研究協會
公布最新調查結果，有逾 60%受訪市
民冀預算案增加 「派糖」開支，另有

81%受訪市民認為應再派消費券。而特首林鄭月娥
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計劃，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就此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五
成半受訪市民認為北部都會區計劃，有助解決房屋
問題。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展開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

成功訪問了1048名18歲或以上市民，以了解市民對
本年度預算案的期望。結果顯示，如果預算案推出一
次性 「派糖」措施，有61%受訪者認為相關總開支應
較去年 「增加」，與過去同類調查結果作比較增加11
個百分點，表示應該 「維持不變」的佔26%，而表示
「減少」的佔6%。

短期紓困措施有迫切性
有70%受訪者表示，預算案應優先 「推出短期紓困

措施」，比例創10年新高。只有21%市民認為應優先

「為社會長遠發展作投資」。協會認為，結果顯示市
民對預算案 「派糖」措施有較高期望，相信與第五波
疫情下不少行業營運受限，經濟活動萎縮令不少市民
收入下降有關。

對於預算案的派糖措施，最多受訪者認為應發
放消費券，佔 81%，其次為電費補貼(80%)、寬免
差餉地租(73%)、增加免稅額(71%)及退稅(70%)等。

至於在11項政策範疇中，37%受訪者希望預算案能
加大紓困措施的開支，佔最多數；其次為防疫工作
(18%)、房屋(16%)及社會保障(14%)。

料北部都會有助解決房屋問題
另外，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於上月以電話調查形式

進行，共成功訪問了706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當中
49.1%受訪者表示贊成或非常贊成北部都會區計劃，
35.7%表示不贊成或非常不贊成，亦有約五成半市民
認為，這個計劃對解決香港房屋問題有幫助或非常有
幫助。不過，北部都會區將推行多項龐大基建投資，
56.9%受訪者擔心或非常擔心會造成政府的財政問
題。

【香港商報訊】由深圳東海航空董事
長黃楚標創立的大灣區航空籌備多時，
終獲空運牌照局發牌，並可營辦 104 條
航線。空運牌照局公布，就大灣區航空
提出經營編定航空服務的申請，決定發
出牌照，昨日(21日)起生效，至2027年
2月20日。

根據發出的牌照，大灣區航空可營
辦編定航程的 104 條航線，在香港運載
乘客、貨物或郵件，無限次往返香港
國 際 機 場 。 有 關 決 定 亦 將 於 周 五 刊
憲。港府對大灣區航空獲發牌照表示
歡迎，認為是反映市場對香港航空業

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相信

大灣區航空將為市場提供更多元化的
航空服務，有助進一步強化香港以至
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各地之間的航空
交通連繫，對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
樞紐的地位起到積極作用。

隨大灣區航空獲得牌照，是繼國泰航
空(293)、香港快運和香港航空後，香港
第4家民航航空公司。大灣區航空行政
總裁丘應樺表示，作為一間新成立的航
空公司，獲批空運牌照是一重大里程
碑，讓公司可以加快準備符合各地監管
機構的要求及首航的準備工作，例如向
各目的地城市監管部門提交申請和獲取
營運許可。

冠君去年可分派收入跌3.3%
冠君產業信託(2778)截至去年底止全年，可分派收

入按年跌 3.3%至 15 億元，每基金單位分派 8.7%至
0.2279元，其中末期分派為0.1082元，全年分派比率
跌5個百分點至90%。

冠君去年租金收益總額跌5.2%至24.95億元，當中花
園道3號租金收益跌3.8%，主要是疫情導致需求下跌，
而且中環甲級寫字樓不缺供應，租戶取態審慎，續租租
金下跌。朗豪坊寫字樓租金收益跌3.4%；朗豪坊商場租
金收益跌 9.1%。公司指，雖然去年商場人流按年升
12%，但仍不及疫情前，美容業主要租戶撤出，以及商
場缺乏旅客，租戶銷售增幅低於市場平均。

冠君產業信託表示，疫情持續令香港的寫字樓和零
售物業市道仍不明朗，復蘇困難重重，限制社交距離
的措施將繼續影響租戶業務。

中移動1月5G客增速加快
中國移動(941)昨公布，1月份5G套餐客戶數目淨增

1447.1萬戶，較去年12月份的1242.1萬戶增速加快。
5G套餐客戶總數增至4.01279億戶。中移動1月總移動
客戶數目為9.61389億戶，單月增加449.7萬戶。有線
寬帶用戶1月份淨增384.1萬戶，總數2.43947億戶。

容祖兒1025萬賣樓蝕讓逾一球
市場消息指，著名歌手容祖兒及其母以公司名義持

有的銅鑼灣希雲街38號曦巒一房單位，最近以1025
萬元售出，帳面蝕110萬元。

據資料，該成交單位為曦巒低層A單位，實用面積
465平方呎，屬一房連儲物室間隔，本月初以1025萬
元售出，呎價約22043元。據了解，單位原業主為容

祖兒及其母相關人士，單位主要用作收租。單位於
2012年以近1135萬元購入，持貨9年，未計入期內租
金收入，現帳面蝕約110萬元。

另外，前日市場才傳出由容祖兒及相關人士持有的
跑馬地松柏新村四房大單位，減價 16%至以每月 9.5
萬元租出，呎租40.2元，低於疫情前水平。

美聯樓價指數連跌5周後回升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 169.55 點，按周輕微回升

0.24%，雖然指數連跌5星期後回升，但較4星期前仍
跌0.41%，而年初至今仍跌1.2%。

若以 3 區劃分，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 182.55
點，按周跌0.74%；年初至今跌0.89%。美聯九龍樓價
指數最新報 171.94 點，按周升 0.4%；年初至今跌
1.18%。美聯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56.73點，按周升
0.51%；年初至今跌1.33%。

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雖然2021年11月至
2022年1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3.9%，與2021年
10 月至 12 月的數字相同，但就業不足率已先行上
升，由2021年10月至12月的1.7%，上升至2021年11
月至2022年1月的1.8%。總就業人數較上次公布減少
4200人，至約367.65萬人；而勞動人口則較上次公布
減少1.23萬人至381.17萬人。

飲食業受重挫
按行業分析，期內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上升

0.3個百分點至6.2%；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的失
業率更上升1.3個百分點至5.3%。另一方面，多個其
他行業的失業率繼續下跌，當中製造業和運輸、倉
庫、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業的跌幅較為顯

著。另按年齡分析，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年
齡介乎25至29歲的市民當中，其每千人的失業人數
高達17.7人，為各年齡組別人中最高。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殷接受本報
訪問時稱，港府堅持 「動態清零」，相信將有更多限
制社交距離措施出台，促使商戶縮減經營規模。吳卓
殷估計，下月公布的失業率，將會較今次上升0.2%；
若當前防疫措施延續至今年4月，香港第二季的失業
率，收會升抵4.9%，尤其年青人的失業率，將一如過
去數波般嚴重。

業界籲推第七輪「防疫抗疫基金」
敘福樓集團(1978)主席行政總裁黃傑龍接受本報訪

問時坦言，當前失業率尚未反映1月初收緊防疫措施

後的影響，新一波疫情的嚴重程度遠超過去數波，並
且需時較長才可控制疫情，相信飲食業的失業率，將
會較以往數波疫情嚴重。黃傑龍認為，飲食業形勢相
當不樂觀，坦言第六輪 「防疫抗疫基金」只能協助業
界捱過 2 月，呼籲港府推出第七輪 「防疫抗疫基
金」，甚至再推 「保就業」計劃，扶助飲食業渡過難
關。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則指，疫情惡化將會為勞
工市場帶來進一步壓力，但相信第六輪 「防疫抗疫基
金」的措施應能提供一些支援，估計將惠及6.7萬家
企業、4萬架交通工具的營運者和75萬名人士；但由
於勞工市場的前景將取決疫情發展，因此社會各界必
須團結一致，配合政府抗疫措施，使到疫情盡快受
控。

八成市民促政府派電子消費券

本港最新公布的失業率維持3.9%不變，但尚未反映新一波疫情所帶來
的影響。 資料圖片

飲食業籲盡快推救市措施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
按年齡劃分的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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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預料2月份公屋二手交投會進一步轉淡。

昨日恒指24000點力保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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