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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金管局：美國進入加息周期符預期

香港金融市場運作有序順暢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

陳薇報道：本港時間昨日凌晨，
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宣布加息
0.25厘，並暗示全年加息7次。
當天，金管局宣布將基本利率調
高四分一厘至0.75厘，加幅與美
相同；當局又認為港元拆息未必
會跟隨上升。局方會密切監察市
場情況，保持香港金融及貨
幣體系穩定。中銀香港預
計，本港最優惠貸款利率或
在美加息 4至 5次後才會調
整。另外，豐、渣打等皆
按兵不動，維持最優惠利率
及港元儲蓄戶口利率不變。

港股兩日彈逾3000點重上十天線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
員會3月17日召開會議，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勢，部署從
嚴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

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
習近平指出，常態化疫情防控以來，我們堅持 「外防輸

入、內防反彈」，不斷提升分區分級差異化精準防控水
平，快速有效處置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護了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
全球領先地位，充分體現了我國防控疫情的堅實實力和強
大能力，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的顯著優勢。

習近平強調，堅持就是勝利。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要深
刻認識當前國內外疫情防控的複雜性、艱巨性、反覆性，
進一步動員起來，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堅持不懈，抓細
抓實各項防疫工作。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
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要

提高科學精準防控水平，不斷優化疫情防控舉措，加強疫
苗、快速檢測試劑和藥物研發等科技攻關，使防控工作更
有針對性。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統籌好疫情
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採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
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
發展的影響。

會議指出，近期全國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現點多、面廣、
頻發的特點。要壓實屬地、部門、單位、個人四方責任，
落實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要求，從嚴從實開
展防控工作，加強對疫情重點地區的防控指導，快速控制
局部聚集性疫情。

克服厭戰情緒鬆勁心態
會議強調，要保持群眾正常生產生活平穩有序，做好生

活必需品生產供應，保障好群眾就醫需求。要加快疾控體
系改革，擴大重點人群監測覆蓋面，完善多渠道監測預警
機制，全面提升疫情監測預警和應急反應能力。要壓實口
岸地區防控責任，充實口岸防控力量，健全常態化防控機

制，補齊短板弱項，築牢外防輸入防線。要加強學校等重
點場所常態化防控，壓實主體責任，做實做細防控措施和
應急預案。要教育引導廣大幹部群眾充分認識防疫工作的
重要性，掌握防疫知識，自覺遵守防疫要求，加強自我防
護，配合黨和政府做好工作。要加強疫苗接種科普宣傳，
推進加強免疫接種，進一步提高接種率，築牢群防群控防
線。要統籌做好信息發布和宣傳引導，及時向社會通報疫
情態勢和防控工作進展，主動回應社會關切。

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
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黨政同責，齊抓共管，做到守土有
責、守土盡責，提高防疫本領。要加強組織領導，克服麻
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態，以時不我待的
精神抓實抓細疫情防控各項工作。疫情較為嚴重的地方，
黨政主要領導和各級領導幹部要把防疫工作放在第一位，
盡銳出戰，決戰決勝。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要積
極發揮作用，深入防控一線，深入群眾，積極幫助群眾排
憂解難。要強化督查問責，對失職失責導致疫情失控的要
立即依紀依規查處，嚴肅問責。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分析疫情

習近平：堅持就是勝利

美加息四大看點
1.加息多少次？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暗示，年內還
需進行6次同等幅度加息。儲局點陣圖
中，聯邦基金利率預測中值於今年底到
達 1.9 厘，2023 年底中值為 2.8 厘，
2024 年底中值為 2.8 厘，長遠為 2.4
厘。

2.俄烏衝突影響幾何？

鮑威爾指，俄烏局勢對經濟影響高
度不確定，短期內可能會對通脹造成
額外上行壓力，並對經濟活動造成壓
力。

3.點睇通脹？

聯儲局已大幅上調通脹預期，點陣圖
中預期今年PCE通脹中值4.3%，2023
年回落至2.7%，2024年 2.3%，長遠
2%。目前通脹居高不下，與疫情大流
行、能源價格上漲及更廣泛供需失衡傳
導至價格有關。鮑威爾指，已決心採取
必要措施恢復價格穩定，有空間應對收
緊貨幣政策。

4.點睇縮表？

全球疫情大流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
翻了一番，達至近9萬億美元。鮑威爾
指，最快5月開始縮表，減持美國國
債、機構債務和按揭抵押證券，縮減速
度比上次每月500億美元更快。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薇報道：恒生指數前天
重上 20000 點後，昨日繼續高舉高打，全日升
1413.73 點或 7.04%，收報 21501.23 點。國企指數
升 518 點或 7.5%，收報 7407 點；恒生科指升 329
點或 7.8%，收 4572 點。恒指兩日飆升 3086 點或
16.8%重上十天線。港股連續兩日成交額超 3000
億元。

當天，板塊方面，科網股普遍上漲。其中，嗶哩
嗶哩（9626）收報208.4元，升28.7元或15%；美團
（3690） 報 157.2 元 ， 升 17.2 元 ； 阿 里 巴 巴
（9988）重上 100 元，報 102 元，升 11.3 元；騰訊
（700）報390元，升23元；百度（9888）報139.9

元 ， 升 19.5 元 ； 萬 國 數 據 （9698） 、 明 源 雲
（900）大升32%和43%，是升幅最大兩隻科指成分
股。

藍籌股全線造好。豐控股（005）升4.1%；友
邦 保 險 （1299） 升 6.5% ； 藥 明 生 物 （2269） 升
19.8%；中國生物製藥（1177）彈升12.1%；銀河娛
樂（027）升9.3%；金沙中國（1928）飆升11.1%。
港交所（388）升6.2%。

內地表明今年不會擴大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城市，
刺激內房和物管股造好，多隻內房股錄得雙位數升
幅。碧桂園服務（6098）升 30%，報 38.8 元，升
9.05 元 ， 是 全 日 升 幅 最 大 藍 籌 股 。 融 創 中 國

（1918）繼上日低位反彈逾三成後昨再升六成，報
6.25 元，升 2.32 元，是全日升幅第二大股份。此
外，龍光集團（3380）升逾四成，報 2.34 元，升
0.7 元。佳兆業（1638）、碧桂園（2007）及雅居
樂（3383）都升約30%。

美聯儲一如預期加息，令金融股向好。當天，渣
打（2888）升6%，報52.15元，升3.15元。中銀香
港（2388）升 4%，報 28.65 元，升 1.1 元。控
（005）升4%，報51.2元，升2元。

港股後市回整壓力加大
本周港股前4個交易日，每日波動逾千點。恒生

指數周二曾跌穿一萬九大關，更創近10年新低；其
後兩日升逾千點，重上21000點。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分析指，港股
昨日進一步修復到 21500 點水平，差不多已回到
本輪拋售起點。他認為，港股急跌下滑後報復式
彈升，走勢運行上仍以技術性、情緒性為主，目
前宜繼續以這兩方面來觀察。走勢上，恒指守穩
18800 點，反彈勢頭可望延伸，最新初部支撐位
可上移至 20700 點。惟不排除港股持續大反彈、
大修正兩日後，大盤回整壓力會有所增加。展望
後市，將進入行情分化階段，股票題材、估值及
成長性等因素成為觀察基本點。

此 外 ， 昨 夜 美 股 開 市 未 能 延 續 升 勢 出 現 調
整，中概股亦未能延續大幅反彈，其中阿里巴
巴、唯品會、嗶哩嗶哩、網易等跌幅均在 10%左
右。

美聯儲今次加息0.25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
上調到 0.25 至 0.5 厘，是逾 3 年來首次加息，
這亦意味該局正開始收緊自2020年疫情以來推
出的刺激經濟措施。聯儲局議息聲明指，今次
加息決定及幅度符合市場預期，並承認當地通
脹高企，物價上漲壓力愈見廣泛。該局最新預
測，2022 年全年將合共加息 7 次，高於去年 12
月預測的3次；主席鮑威爾又預告，最快可能於5月宣布
縮表。

美縮表料下半年啟動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表示，美國正式進入加息周期屬市

場預期之內，金管局按機制上調基本利率至0.75厘，而參
考以往經驗，港元拆息未必立即跟隨上調，滯後幅度取決
於本地港元資金供求，目前本港金融系統及貨幣市場，繼
續保持有序和暢順運作。至於銀行息率，本港銀行會就本
身資金成本結構作出商業決定。

余偉文指，金管局關注到，近日環球金融市場非常波
動，港股連日大幅波動。他稱，香港難免受到影響，市民
應提高警覺，小心管理風險。至於香港金融市場有否出現
異動，會否有 「大鱷」乘虛而入狙擊港元及股市，他表
示，香港金融體系底子雄厚，外匯儲備是本地生產總值
（GDP）的136%，銀行體系資本充足率為20.4%，為香港
金融市場提供強大緩衝和抗震力。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認為，聯儲局有機會在
今年餘下 6 次會議中每次加息 25 個基點，而明年加息步
伐料放緩。面臨地緣政治、供給側因素持續帶來的高通
脹，聯儲局不會在短期內過快地大幅提高息率，以避免

美國經濟硬陸，縮表有機會於今年下半年啟動，因此
明後兩年聯邦基金利率會略高於其 2.4%的長期均衡水
平。她又指，鑑於香港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短期內銀
行調高最優惠利率誘因有限，而自環球金融危機後，香
港利率調整慢於美國，因此香港最優惠貸款利率或在美
國加息4至5次後才有機會調整，近期調整最優惠貸款利
率的機率不大。

港匯年內難觸7.85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稱，美聯儲政策趨鷹，

但符合市場預期。他續說，香港會否加息視乎本地資金充
足性，相信要待港美息差擴大至不利港匯，香港才會跟隨
美國加息。

對於港匯預期，劉健恒認為，近日港元拆息已逐步抽
升，預期維持在7.8水平。除非港股走勢更趨疲弱，加上
港美息差急速拉闊70至80點子水平，否則年內港匯低見
7.85的機會不大。

渣打香港及大灣區金融市場主管曾繼志表示，今次美國
加息步伐沒令到市場感到恐慌，美聯儲決定亦給予市場穩
定性，故昨日本港市場相對平靜，當天港股表現是所有市
場中表現最好者。他又指，港匯目前處於正常而穩定的水
平，未見有大規模資金外流情況。

對港樓市影響輕微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稱，美加息屬預期內，由於港

美息口存在差距，此次香港不跟隨亦屬預期內。他估計香
港息率於今年下半年才有上調壓力，料是次加息對香港樓
市影響不大；若疫情受控，樓市成交可於今年中後期恢復
正常，全年樓價有5%上下波幅。

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表示，美國今次只是加息
0.25厘，幅度相當小，對本港地產市場影響不大，亦屬市
場早已預計及消化。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指，本港暫未有銀行宣
布調升最優惠利率(P)，本港銀根仍充裕，未有太大壓力立
即隨美加息。他預期，是次美國加息對本港樓市實際影響
不大，短期對樓市仍屬於正面影響。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單看
本次美加息因素，料對本港物業市場影響輕微，但長遠還
須看是否一如聯儲局所述，5月起縮表且年內加息7次，如
香港銀行亦緊隨美國加息步伐，本港物業市場難免將受影
響。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稱，美啟加息屬市場共識。
本港現時拆息 HIBOR 樓按計劃主導市場，市場比例達
97%，故此HIBOR調整將主導本地按息變化。另外，本港
銀行體系結餘現時仍屬高度充裕水平，料港元拆息以致按
息暫未會跟足美息加幅，預期本港按息將逐步或由 「超低
水平」升至 「低水平」，上半年按息仍低於2厘水平，對
樓市影響不大。

針對美聯儲加息及近期香港金融市場波動，香港金管局方面
昨回應指，香港金融系統及貨幣市場繼續保持有序順暢運作，
並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情況，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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