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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抗疫為先
社會上有質疑現階段發放消費券會否擔心市面的人

流將出現反彈。林鄭在疫情記者會上回應指，消費券
由財政司司長負責，故未必最掌握情況。她又解釋，
首期消費券使用期限長，並引述財政司司長於網誌的
呼籲，並非鼓勵市民急於使用，因此一定以抗疫為
先。正如現時要求市民減少聚集，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及跨家庭聚會，食肆無晚市堂食，均為使用消費券的
先決條件。

陳茂波在網誌上表示，這批消費券使用期限達7個
月，直至今年10月31日，為市民提供較大的彈性，並
指出，今次消費券使用期較長，讓市民能更彈性安排
消費計劃，不須急於外出消費，亦希望有助延長這筆
總額達300億元的公帑為市場所帶來正面效應，增加
商戶生意。

預計失業率仍會再向上
「受到疫情影響，本港 2 月份零售銷售貨值下跌

14.6%，扭轉過去連續 12 個月的升勢；失業率在 2 月
份顯著上升到 4.5%，且預計仍會再向上。可以說，
無 論 是 疫 情 還 是 整 體 經 濟 狀 況 ， 形 勢 都 十 分 嚴

峻。」陳茂波表示，為了緩解疫情對經濟及市民造
成的壓力，他在2月底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推出了一系
列的支援措施，冀能發揮紓緩壓力和穩定信心的作
用，包括在4月份發放第一階段、金額5000元的電子
消費券。

陳茂波又表示，市民透過利用去年成功登記的帳戶
資料，近620萬名市民毋須重新登記便能自動收到新
一批消費券。至於極小部分因不同原因而需要更新帳
戶資料的市民，更新手續亦已完成，整個籌備工作已
準備就緒。同時發放模式與去年一樣，即以支付寶香
港、Tap & Go 「拍住賞」或 WeChat Pay HK帳戶收
取消費券的市民，其5000元消費券將在4月7日發放
到相關的帳戶內。

而透過八達通收券的市民，5000元的消費券會分兩
期發放，其中首期4000元可以在4月7日開始拍卡收
取。受制於八達通卡的儲值限額，市民第一次拍卡所
能取得的金額將不超過3000元，餘下部分將隨消費
後卡內的儲值額下降，可再拍卡收取。換句話說，該
4000元消費券可通過多次拍卡逐步收齊。至於第一階
段餘下的1000元尾數，則會在 「合資格消費」累積達
到4000元後的下一個月的16日收到，最早是在6月16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在網誌表示，將
於4月7日派發首期5000元電子消費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維持社交距
離措施，目前仍以抗疫為先。減少聚集，避免不必要外出及跨家庭聚會，
食肆無晚市堂食，是使用消費券的先決條件，派發消費券與抗疫並不存在
任何矛盾。

新一輪消費券將於4月7日派發首期，使用期限長達7個月。 資料圖片

思摩爾長期價值突出
全球電子煙的關鍵裝備配件之一是霧

化技術裝備，而內地是此技術裝備於全
球市場的最大輸出國，佔全球產量的
90%以上。其中，深圳是主要的技術產品

集約地。
2020在港上市的思摩爾(6969)是此領域世界級龍頭

企業，2021全球市場份額達22.8%，市佔率較第二至
第五位的企業總和還要高，擁有絕對的市場優勢。

值得留意的是，電子煙已被世界主要國家視為傳統
香煙替代品，且有很大減害作用，被不少國家的醫學
機構推薦醫療類產品，因此電子煙前景不會因短期政
策規範而改變，反而有助行業龍頭憑藉其積累龐大技
術優勢，鞏固領導壁壘。這從思摩爾近年的全球市場
份額持續增長中可見。

思摩爾去年營收增長37%
公司 2021 全年業績雖在增速上因受政策不明朗因

素影響而有所放緩，但整體仍遠超同業。年度總營收
137.55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37.4%，經調整淨利
潤54.4億元，增長39.8%。

上月25日美國FDA授權日本煙草(JTI)電子煙品牌
Logic八款產品上市銷售，JTI的 Logic電子煙產品由
內地兩家電子煙生產企業思摩爾和合元集團研發和
生產。市場預期思摩爾及合元的其他產品於短期內
獲批的可能性較大。思摩爾的股價短期調整，帶來
趁低入市良機。

高寶集團證券執行董事 李慧芬
(筆者並沒持有以上股票)

(逢周一刊出)

市場
慧眼

二手樓市交投趨升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本港第五波疫情

漸見緩和，市場憧憬政府陸續放寬防疫措施，加上各
個新盤蓄勢待發恢復推售，帶動市場氣氛明顯好轉。
四大代理在10大藍籌屋苑上周末交投表現，個別發
展，其中以中原的成績最好，錄得25宗成交，較前
周的21宗上升19%。不過，港置略為遜色，僅錄得13
宗成交，較前周20宗下跌35%。

趨向「價穩量升」局面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港澳)布少明表示，由於

疫情進一步緩和，二手樓市交投趨升，二手市場已由
「價跌量穩」，趨向 「價穩量升」局面。隨凝聚的

購買力釋放，加上不利樓市的陰霾逐漸消散，次季樓
市已步入 「小陽春」。

另外，世紀21奇豐物業馬鞍山市中心分行經理張
翠珊表示，新近錄得馬鞍山海花園成交，為4座高
層G室，實用面積412平方呎，屬兩房一廳間隔，向
西北望全海景，原開價760萬元，放盤3個月，減價29
萬元，終獲買家以731萬元承接，實用面積呎價17743
元。原業主於 2016 年 12 月購入上址，當時作價 600 萬
元，持貨至今轉售帳面獲利131萬元，單位升值22%。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陳秉植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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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周四派首期5000元
使用期限7個月

神冠：加大採購議價能力
應對供應鏈受阻

盧布簡史

港股預託證券(ADR)上周表現
股份(上市編號)

騰訊控股(700)

美團(3690)

港交所(388)

中電控股(002)

中人壽(2628)

中石化(386)

中石油(857)

中銀香港(2388)

豐控股(005)

阿里巴巴(9988)

折合港元

384.95

158.36

367.79

77.16

12.24

4.06

4.05

29.88

54.27

107.91

比香港升跌(元)

▲6.15

▲2.86

▲1.79

▲0.26

▲0.08

▲0.06

▲0.06

▲0.03

▼0.08

▼1.79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保利協鑫能源
(3800)首席財務官楊文忠表示，正手研究回歸A股
方案，目前已進入論證階段；若然成功回歸A股，除
了證明國家政策非常支持光伏行業，更可藉此擁有內
地融資平台，與同業競爭。

指材料價格已過歷史高位
保利協鑫去年與旗下協鑫新能源(451)出售內地光

伏電站，楊文忠指，此舉旨在降低負債，因為當前內
地補貼政策已作微調，加上早前出售資產後，其債務
及應收帳項的問題已得到解決。

對於旗下產品的銷售，副總裁宋贇波表示，目前主
要是以長單為主，並已鎖定，早前因市場競爭關係，
曾作出1%至2%的折扣。楊文忠則指，光伏材料過去
一年曾有短缺，但相信材料價格已過了歷史高位，相
信今年第三季或之前仍會堅挺，第四季會否回落，視
乎供求而定。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疫情持續打亂
全球供應鏈。從事膠原蛋白製造的神冠控股(829)，
公司主席周亞仙表示，供應鏈受阻下，集團正受農
產品價格上升所影響，將透過加大採購議價能力、
提高自動化程度，以及提升採購規模和儲備等方式
應對。

美國進入加息周期，財務總監吳旭陽表示，明白未
來集團的利息支出將有增加壓力，為此已為債務作掉
期，以取代與港元同業拆息(HIBOR)掛的債務。吳
旭陽又指，會密切留意應收帳款上升的情況。

神冠控股今年的資本開支約為1億元人民幣，當中
包括用於新加坡的廠房。集團表示，因疫情關係，未
確定何時正式投產。另外，周亞仙指出，旗下膠原蛋
白骨填充材料(人工骨)及膠原蛋白傷口敷料業務正進
入臨床試驗階段，暫未有將之分拆，或以未有盈利的
生物科技公司(B股)方式的上市計劃。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
夫於4月1日表示，俄羅斯將只向友好國
家供應糧食和農產品，可用盧布結算，
也可用友好國家本國貨幣結算。

盧布是俄羅斯聯邦的法定貨幣，由俄羅斯聯邦中央
銀行發行。盧布作為俄羅斯的貨幣單位，已經有幾百
年的歷史。

從17世紀直到19世紀末，盧布從銅幣變成銀幣，從
銀幣改為紙幣，再從紙幣最後確定為金幣。每一次貨幣
改革都是為了應付上一次留下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

盧布經歷過數次大貶值
1897年沙俄金本位的建立，使金盧布成為世界最堅

挺的五大貨幣之一，並成功地挺過了1904至1905年
日俄戰爭和1905至1906年俄國革命的兩次衝擊。事
實上，俄羅斯自1991年獨立建國以來，共發行了4套
盧布貨幣，時間分別在1992年、1993年、1995年和
1997年。

不算最近的俄烏衝突，從盧布流通到現在，盧布共
經歷過數次大的貶值時期，第一次是1992到1995年
盧布貶值，貶值是因為葉利欽政府實行的休克療法。
第二次是1998年盧布貶值，貶值是因俄羅斯財政危
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第三次是2014年，這次是由
於歐美對俄羅斯實行了一系列經濟制裁和國際原油價
格自從2014年初以來持續下跌所致。

英國切斯特大學金融科技及數據分析教授 梁港生
(逢周一刊出)

首季新盤成交縮逾七成
創2013年以來新低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疫情打亂發展商
推盤部署，3月迄今一手市場錄約115宗成交，已連
續兩個月僅錄百宗水平，首季合共只有約930宗，較
去年第四季大跌近八成之餘，更創2013年一手銷售
條例實施後的季度新低。

回顧今年首季，新盤僅錄約970宗成交，銷量最高
屬恒地(012)與市區重建局合作的長沙灣映築，賣出約
204伙，新地元朗The YOHO Hub(項目第B期)緊隨
之後，有約156宗成交，惟總結全港新盤全季成交料
難突破千宗，將是2013年第二季錄約885宗以來近9
年首次。而去年第四季及去年首季新盤各有約 4251
宗及3893宗交易，即今年首季新盤銷量不論按季或
按年跌幅料均達七成以上。

錦上路站新盤快推出
展望第二季，隨疫情漸回落，加上政府擬下月 21

日起逐步放寬防疫措施，即現行兩人限聚令有望放寬，
屆時一定程度釋除發展商推盤顧慮，以及準買家睇樓、
買樓的不便，新盤市場或將可打破悶局，惟估計疫後發
展商傾向以相對保守定價策略推盤，藉以營造氣氛。

由信置(083)、嘉華(173)及中國海外(688)合作發
展，港鐵錦上路站第一期發展項目第1A期，料於下
周一命名。項目分期發展，共提供2200伙，當中第
一期佔約1520伙，而第二期佔約680伙。

計出
新角度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首輪 5000
港元電子消費券最快將於 4 月 7 日(本周四)派
發，AlipayHK(支付寶香港)指將全力配合政府電
子消費券派發計劃，派發至已登記的 AlipayHK
用戶帳戶。另外，各大地產商也立刻響應推出優
惠措施，包括新地(016)旗下12大商場與信和集
團(083)旗下六大商場等。

新鴻基地產(銷售及租賃)代理董事鍾秀蓮歡迎
政府再度推出電子消費券，對商場是一大喜訊，
有助銷情復蘇。她表示，新一輪電子消費券相信
能大幅刺激市民消費意欲。新地12大商場乘勢
率先推出跨商場、跨消費平台通用的 「消費券賞
上賞」優惠，同時為市民提供多重優惠，減輕負
擔。加上疫情逐步回穩，預計第二季人流及營業
額百分比將按季回升達雙位數升幅。

信和集團資產管理董事蔡碧林表示，第五波疫
情下消費者消費模式傾向網上購物。適逢首輪
5000 元政府電子消費券即將發放，信和將推出
S+REWARDS，利用線上電子現金券銷售，以
及熱搶音樂會門票帶動線下商場生意，為市民提
供優惠，同時達至O2O營銷目標，提升商戶生
意。

支付寶港澳台地區總經理李詠詩表示，Ali-
payHK不僅接入本地兩大主流外賣平台及外賣自
取平台 Openrice，更進駐本地多個人氣網購平
台，相信消費券能夠促進香港經濟復蘇。

消費券推出在即
大商場搶閘促銷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俄烏衝突緩和，
雙方有望達成妥協，但仍需時日。不過，全球能源價
格持續攀升，出現滯脹的風險仍存，加上當前歐洲和
美國都面臨高通脹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壓制港股的修
復空間。

預計港股溫和反彈
光大證券發表報告指出，港股市場將溫和反彈，但

修復空間有限外部風險因素逐步出清後， 「穩增長」
政策發力將推動港股復蘇。在政策層面仍將會對信貸
修復提供支撐，今年5.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也需要
信貸適度發力，未來社融或仍將呈現出持續改善的趨
勢。俄烏衝突有望緩解，中美關係可能迎來緩和，在
外部風險逐步出清，以及內地宏觀環境向好的背景
下，4月港股風險偏好有望回升。不過在全球通脹取
得明顯好轉之前，港股市場短期內修復空間有限，反
彈預計將比較溫和。

美股周五上漲，港股ADR指數全日微升，按比例計
算，收報22077點，升38點或0.17%。大型藍籌個別發

展，豐(005)ADR 收報 54.27 元，較港收市跌 0.08
元；騰訊控股(700)ADR收報384.95元，較港股收市升
6.15元。

港股呈區間上落走勢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港股繼續階段性

穩定期的運行狀態，表現傾向以區間反覆來發展。預
計恒指的支持維持在21200點，而反彈阻力區則仍見
於22500至23500點之間。總體上，相信港股仍有反彈
修復的空間機會，但短期動力有待進一步提升。一方

面，由於清明節假期關
係，港股通將會停開並
將於周三(6日)恢復。另
外，港元的弱勢依然有
待改善，這些都會影響
到港股的短期動力。

光大證券建議，投資
者可注意受益於 Omi-
cron在全球蔓延勢頭的
逐漸收斂、需求有望復
蘇的酒店、餐飲、旅遊
與博彩等行業。另外，
受益於內地 「穩增長」
政策發力的建築公司及
資產優良的地產公司。

保利協鑫研回A方案

滯脹風險升溫 壓制港股修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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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停燃油車生產
比亞迪股份(1211)公布，旗下新能源汽車上月的

產量為 106658 輛，按年增長4.17 倍；至於新能源
汽車的銷量為 104878 輛，按年增長 4.23 倍。另
外，比亞迪股份宣布，已於上月起停止燃油汽車的
整車生產，但將繼續燃油汽車零部件的生產和供
應；未來將專注於純電動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業
務。

石藥新冠疫苗獲臨床前研究
石藥集團(1093)宣布，公司開發的新冠病毒

mRNA 疫苗 「SYS6006」，已獲國家藥品監督管
臨床前研究。該產品可於攝氏2至8度長期儲藏，
對包含Omicron和Delta在內的主流突變毒株，具
有良好的免疫保護效力，通過體液免疫和細胞免
疫對機體提供免疫保護，並可產生記憶性 B 細
胞。

歌禮提交新冠口服片上市申請
歌禮製藥(1672)表示，已向港府提交新冠肺炎藥

物利托那韋(100毫克薄膜衣片)上市許可申請。歌
禮製藥表示，將利托那韋口服片年產能進一步擴大
至約5.3億片。據歌禮製藥早前資料顯示，利托那
韋是多種抗病毒蛋白抑制劑的藥代動力學增強
劑，是口服直接抗新冠病毒藥物Paxlovid(irmatrelvir
及利托那韋)的組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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