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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續疲弱 新興市場仍為亮點

港上月出口增17.6%符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安永昨公布第4
份年度全球化報告，香
港在2012年全球60個最
大經濟體中全球化指數
排名最高，連續3年成為
全 球 化 程 度 最 高 經 濟
體。安永香港及澳門地
區主管合夥人陳瑞娟(見

圖)昨表示，本港年度整
體得分7.81，分數增加主要由於寬頻滲透率和互聯網
用戶增加。但由於2011年至2012年間境內外淨遷移
率大降，勞動力流動分數有所下降。

科技文化整合性持續領先

報告據安永全球化指數，及經濟學人智庫對全球
730名商界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的全球化意見調查所編
制，計算方法基於對貿易的開放程度、資本流動、
科技和意念交流、勞動力流動和文化整合性這五大
驅動全球化因素。香港得分依次為8.27、8.46、
8.54、4.81和8.89。陳瑞娟指，本港勞動力流動得分
較為落後，但科技和意念交流表現領先，因而仍能
穩居首位。陳瑞娟續指，安永及經濟學人均預料香
港直至2015年仍可保持全球化最高排名。

勞動力流動降未必因高樓價

本港勞動力流動性下跌，問及是否由於樓價高企
加上買家印花稅嚇怕海外人士來港工作，她回應指
外籍人士不願意來港工作，可能是由於居住環境擠

迫、國際學校學位短缺及空氣污染等因素造成。但未必與樓
價有直接關係，畢竟鄰近地區樓價同樣高企，而且外資公司
在華設總部，主要是有租住房屋需求，樓價不是唯一考慮，
相對而言空氣污染問題更為海外人士所關注。

居所教育環境方面需改善

要改善不足，她建議政府應就居所、教育及環境3方面進行
處理，如增加國際學校學位、讓租金水平更為合理。以及改
善生活環境質素，以吸引外國人來港工作，促進本港全球化
發展。雖然在現時本港政治意識高漲下特首梁振英經常受指
責，但其實新一屆政府已開始重視有關問題，如施政報告預
留100億元以資助方式淘汰高污染柴油車，以及建議向「環境
及自然保育基金」注資50億元等。

投資熱點已轉向雲霧四國

此外，新興市場迅速冒起成為全球投資熱點，而投資者已
由金磚四國轉投雲霧四國，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祁詠儀表
示，投資者認為金磚四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在貿易、投資、文
化和科技領域的全球整合程度較高，有參與調查的高級管理
人員認為其新增收入比例會由目前26%，增加至3年後45%，
當中墨西哥、印尼、南非和土耳其最具競爭力，82%高管預計
其企業會增加有關投資，40%高管預計增加投資10%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農曆新年旺季剛過，珠寶鐘錶
業界立即密鑼緊鼓，整裝準備下一輪市場爭奪戰。周生生
(0116)選擇保守的開店策略，注重分店投資回報；而周大福
(1929)亦指要優化店舖，將鐘錶分店進一步擴大規模。昨日大
批業界亦踴躍出席「香港國際珠寶展2013」發布會，抓緊機
會展出高增值產品。

回顧農曆新年銷情，周生生董事兼副總經理周允成表示，
近期金價回落，刺激黃金產品的生意；緊接的情人節期間手
錶產品亦暢銷。而公司價位大眾化，相信能繼續發揮優勢。
然而，周生生採取保守的開店策略，去年全年並沒有店舖淨
增加，未來亦只會繼續優化或擴大銷路理想的已有分店。

周大福鐘錶分店擴規模

此外，周大福位於尖沙咀K11的周大福鐘錶店亦將進一步擴
大規模。不單佔地更廣，並將引進Chronoswiss、Hamilton、
Longines、Oris及Tissot5個鐘錶品牌，增加款式與不同價位的
鐘錶產品，進一步拓展鐘錶業務。

政府發言人表示，商品出口在今年1月按年續見
顯著增長，尤其是輸往亞洲市場的出口。但

輸往歐美市場的出口仍然偏軟，部分原因是今年農
曆新年在二月，與去年在1月不同。政府預計，內
地經濟增長勢頭企穩，將有利於區內貿易往來，支
持香港對外貿易。不過，歐美經濟低速增長，基本
面脆弱，外圍環境仍未明朗，故仍需保持警覺。

出口台星內地增長強勁

據政府數字顯示，繼去年12月錄得14.4%的按年
升幅後，今年1月份轉口與港產品出口合計的整體
出口貨值為3,048億元，同比升17.6%。輸往亞洲的
貨值上升25.2%，當中輸往台灣的升幅59%、新加
坡升30.4%、內地亦增29%。但輸往馬來西亞和印
尼的貨值則分別下跌8.2%和2.6%。歐美市場方面，
出口往德國的貨值升2.2%，英國輕微上揚0.5%。但
輸往美國的整體出口貨值下跌0.9%。

貿發局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師潘永才表示，歐美市
場經濟始終不太好。美國財政懸崖問題一直困擾消
費信心，3月初將仍然圍繞此話題，未有解決方

案。而推遲的加稅政策亦會繼續影響消費意慾，加
上歐洲又有大選將至，出口相信都會受影響，尤其
非必需產品的出口，包括奢侈品、珠寶等首當其
衝。

而1月份商品進口貨值為3,323億元，較上一年同
月上升23.9%。1月份錄得有形貿易逆差275億元，
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8.3%。來自部分主要供應地
的進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泰國（升44.4%）、內
地（升24.7%）。而來自瑞士、美國和馬來西亞的進
口貨值則分別跌4.4%、3.9%和3.8%。

春節影響本月表現料降

潘永才指，出口數字與預期相若，由於去年農曆
新年在1月，受假期因素影響，令整月出口數字較
低。而今年1月一直有生產，因此受比較基數低影

響，今年的出口數字有顯著提升。不過，今年農曆
新年假期長，他相信今年2月份的出口數字定會同
比大幅下降。至於貨量方面的估計，潘永才料，將
不如貨值般有17.6%的增長。另外，生產成本增
加，廠商有加價壓力，產品出口單價將會輕微提
升。

珠寶業出口料續升雙位

輸往歐美市場的出口仍然偏軟，而就珠寶出口業
來說，香港鑽石總會會長馬墉宜指出，新興市場將
是另一個增長亮點。該等市場經濟轉好，需求上
升，特別是內地市場之大，近年亦並無更多大礦場
增加供應，供求關係緊張，未來將繼續造就熾熱的
市場。他看好今年上半年珠寶業出口，料續會有雙
位數字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政府統計

處昨發表2013年1月份對外商品貿易統計數

字，本港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均按年續見顯

著增長，分別上升17.6%和23.9%。出口顯

著升幅原因之一是受去年低基數影響。然

而，歐美出口仍然不盡理想，輸往美國整體

出口貨值錄得下跌。展望未來出口，港府及

貿發局續看淡歐美市場，並指須保持警覺。

有珠寶業界轉向重點發展新興市場。

周生生：金價跌刺激金飾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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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本港最
大典當貸款服務供應商靄華押業

（1319）計劃明日起公開招股。據悉公
司計劃發行1億股新股，招股價介乎
0.75至0.98元，集資7,500至9,800萬
元，並將於下月12日掛牌，集資所得
將用於擴大按揭及典當貸款組合及一
般營運資金等。

相關文件顯示，靄華押業主要提供
短期有抵押融資，包括典當貸款及按
揭抵押貸款。至去年底共有12間典當
店。截至去年11月底九個月，營業額
5,260萬元，按年增長6%，盈利為
1,926.9萬元，按年倒退22%，主要由
於期內公司收回資產收益下跌。期內
整體淨息差由2011年同期息38.1%降至
35.7%。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兩個月
期間，公司錄得總營業額1,350萬元。

羅馬掛牌較配股價升90%

昨首日上市的羅馬集團（8072）收
報0.57元，較配股價0.3元勁升九成。
股份全日最高曾見1.05元，成交股數
約641萬股，成交涉資約361萬元。至
於 進 入 第 二 日 招 股 的 添 利 百 勤

（2178），合累計借出9,300萬元孖展
額，相較公開發售集資8,475萬元錄得
超額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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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市場成交金額按投資者類別的分布

(2011年10月-2012年9月)

外資雄霸港股近半成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港交所（0388）昨發表2011/12

年度市場研究調查結果，外地投資者交易佔市場總成交金額達
46%，外地機構投資者交易佔市場總成交額的42%，可見港股市
場仍是外資大戶的狩獵場。外地投資者交易當中，美國投資者交
易按年增加4個百分點至32%，而中國內地投資者交易則下跌2個
百分點至8%，但累計過去十年，美國及內地的複合年增長率分
別為32%及28%，均較整體外地投資者交易複合年增長率26%為
高。

港散戶交易比重降至17%

調查顯示，外地投資者交易佔市場總額46%，與上年度相若；
本地投資者交易比重為38%，按年下跌4個百分點。整體機構投
資者交易佔市場總額按年增加1個百分點至63%；個人投資者的
交易比重為21%，按年下跌6個百分點。外地機構投資者交易比
重為42%，與上年度相若；本地機構投資者交易比重為21%，按
年增加1個百分點。而本地個人投資者交易比重則下跌5個百分點
至17%，反映本港散戶入市意慾進一步減少。

除中美投資者外，英國投資者交易比重下跌2個百分點至
25%，歐洲投資者交易比重下跌2個百分點至12%。亞洲投資者
交易佔外地投資者交易的21%，低於上年度的22%。此外，交易
所參與者本身的交易比重由上年度12%增加至15%，為歷來最
高。而個人網上交易佔個人投資者交易總額的34%，按年增加8
個百分點；佔市場總成交金額7%，與上年度水平相若。

現貨市場中外地投資者成交金額按來源地的分布
(2011年10月-2012年9月)

http://www.wenweipo.com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康文署將於3月主辦由浪人劇場製作的文學音
樂劇場《體育時期2.0》。此劇構想來自本地知名
作家董啟章的小說作品。

浪人劇場繼《鯉魚門的霧》於北京演出成功
後，繼續專注香港文學，將著名作家董啟章的

「成長小說」《體育時期》，足本改編成《體育時
期2.0》，打造如爵士樂的文學音樂劇場，讓觀眾
從華麗感受蒼涼，由殘酷夢見美。

原著兼本劇文學指導董啟章說：「我從來沒有
想過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倒是改編成舞台演出
的可能性較大，舞台的空間和呈現方式，比電影
更有彈性。」

故事講述2名年輕女孩貝貝和不是蘋果，各自
與人生搏擊的故事，展演出青春的暴烈與溫柔。
她們正值二十一歲青春黃金期，在生命中的這個
關口，一次又一次被擊倒。貝貝明白，在宿舍聽
到蟬鳴的時間已不多了；不是蘋果知道，憤怒的
歌總有唱完的時候，因為她見到她的未來。

此劇由譚孔文擔任導演、編劇兼製作設計，劉
穎途任音樂總監兼作曲，林俊浩編舞，許少榮填
詞；演出者有王耀祖、李穎蕾、施標信、梁子
峰、郭翠怡及黃華豐。

浪人劇場文學音樂劇場《體育時期2.0》（粵語
演出）於3月15日至17日（星期五至日）晚上8
時；3月16日及17日

（星期六及日）下午3
時，在香港兆基創意
書 院 多 媒 體 劇 場 公
演，門票已於各城巿
電腦售票處、網上及
信用卡電話訂票熱線
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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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是次榮獲的9個獎項中，新世界發展有限
公司（新世界發展）的The Green Book及新

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新世界中國地產）2012
財政年度年報的設計表現尤為突出，分別勇奪

「推廣/市場－地球/環境」組別金獎及「年報－內
頁設計：傳統格式」金獎。

The Green Book傳遞綠色創新意念
新世界發展的The Green Book集結了外國及本地

環保趣聞，致力傳遞綠色創新意念。過百頁的內
容涵蓋了飲食、建築、交通工具、設計、生態旅
遊、地貌保育等題材。全書以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認證紙張配以大豆環保油墨印
製，派予學校、環保團體及香港公共圖書館，並
設有免費iPhone應用程式及網上版，善用科技把綠
訊息傳得更廣更遠。

新世界中國地產2012財政年度年報以中國傳統剪
紙藝術為主題，封面印有宅院、書刊、蝴蝶及古
箏，象徵新世界中國地產於過去十多年致力打造
的家居、商業、文娛及休閒四種優質生活。

此外，新世界發展的「投資界」網頁在「推廣/
市場—網頁/新媒體：投資者/股東關係網頁」組
別榮獲銅獎，而新世界維港泳2012憑 其創新奪
目的海報獲取「設計－海報」組別榮譽獎。另
外，新世界中國地產、新世界百貨中國有限公司
及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的2012財政年度年報亦於
各組別獲得殊榮。

國際Mercury Awards於1987年創立，表揚出色的
傳訊項目，入圍作品均經過專業評審團三輪嚴格
挑選，獎項備受業界尊崇。評判團由世界各地的
公關、市場及廣告等專業人士組成。最新一屆比
賽收到近790份來自21個國家的參賽作品。

新鴻基地產（新地）一直支持可持續發展，積極
實踐綠色管理，務求減少碳排放。集團早前再度響
應「放駕一天」減碳行動—「企業綠色駕駛獎勵計
劃」，為員工舉辦綠色駕駛工作坊，並號召旗下車
隊及員工配合綠色駕駛，節省燃油。新地總部車隊
在「燃油用量減幅」方面取得顯著改善，獲主辦單
位評為金獎級別。

「放駕一天」減碳行動由香港地球之友、綠色力
量及世界自然基金會合辦，今屆新地總部的車隊在
綠色駕駛期（2012年9月至10月）內，整體節省約
532公升燃油，相等於減少1,383公斤二氧化碳排
放，平均每公里耗油量更節省11.9%，耗油量減幅
亦達到4%，因而獲頒「燃油用量減幅」金獎及「燃
油效益改善」銀獎。

新地重視綠色管理，致力提升員工環保意識，更
透過舉辦綠色駕駛工作坊，向車隊及員工教授節省
油耗及減排的駕駛竅門，包括鼓勵同事集體用車，
出發前擬定路線，了解交通情況及選取最順暢的行
車路線，避免不必要的快速駕駛，定期檢查或更換
輪胎氣壓、潤滑油和風隔等，確保引擎運作暢順，
以及在停車等候時關掉引擎減少廢氣排放及避免浪
費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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