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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
若奔）對於外界關注的香港
競爭力，總商會的調查報告昨
公布，68%受訪公司認為香港的
競爭力於過去一年正在下降，與總
商會多年以來的調查趨勢一致，該

比例為2008年有調查紀錄以來最高。
報告指，影響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分別

為更長遠的政府規劃（在1分-5分中，有

80.3%對此評價為4分或5分），其次為
營商成本和生活質素（78.9%）、勞工
技能與供應（75.8%），及政治發展與
穩定（75.5%）。

馮國經促拓新興創意產業
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昨日出席總商會

論壇時表示，內地經濟發展迅速，料
2020年中產人士將達到逾6億人。香港

不應停留於過往的成功，僅靠「滬港
通」鞏固地位並不足夠。
馮國經稱，世界正迎來第二波的全球

化，科技發展迅速，許多消費均透過網
上及手機進行，將會改變企業的生產
鏈。本港應注重發展創新的經營模式，
設立科技學院培養科技人才，支持新興
及創意產業，抓住科技及內地經濟發展
的商機。

本港經濟放緩，打工仔最關心明年的加薪幅度是
否會受影響。總商會昨日公布的調查報告披

露，今年有61%的受訪僱主調升未受最低工資保障
的僱員的薪酬，其中有37.4%的被訪者表示加薪達
5%，另有21.4%加薪超過5%。展望2015年，計劃
加薪5%以下的僱主有49.2%，預計加幅5%至10%
的有17.8%，加幅超過10%的有3.4%，預計不變或
減薪0.3%的企業有29.5%（見圖）。

首重提升工作態度及忠誠度
在企業關注的其他層面，有62.1%受訪公司認
為本港僱員的工作態度、忠誠度或投入度有待
改善，其次是英語或其他非漢語的語文能力，
佔比為58.3%，第三是國際視野或跨文化接
觸，佔比為56.4%。對於政府需要重點投放
資源的範疇，調查報告指，有61.2%的受訪
公司認為發展房屋及辦公室土地最為重要，
其次是環境，佔比為56.4%，第三是專上教
育和職業培訓，佔比為50.1%。
營商環境方面，得分最高的是稅制
（64.4% ） 、 法 治 及 規 管 制 度
（59.2%），及資訊流通（50.4%）。稅
務方面，與區內其他商業中心相比，有
78.3%的受訪企業表示香港的利得稅率
「仍具競爭力，但優勢已減弱」。另
有71.8%認為本港的薪俸稅率「顯著
較低」。
調查報告又公布，總商會自身預
測2015年本港經濟增幅約為2%至
3%，通脹為4%。有71.3%的受訪公
司認為香港明年將溫和增長，但有
20.9%的受訪公司預期增幅僅為0%
至1%。

「佔」損經濟前景 外圍弱堪憂
至於「佔領行動」造成的影響，報告未有直接提
及，但強調此次年度調查在今年第3季期間進行，
「正是長期街頭抗爭發起之時」。總商會首席經濟師
歐大衛昨表示，「佔領行動」對零售、運輸成本、旅
遊業及消費意慾的影響，預料不會持續至明年，但他
強調外界普遍對香港前景感到憂慮，對香港並非一件
好事。
此外，外圍環境不佳也是本港經濟的一大隱憂。

歐大衛表示，全球需求停滯不前，令主導本港的外
圍市場受壓。歐洲及日本需求疲弱，加上美國貨幣
政策正常化，及內地經濟放緩等不穩定因素，均會
削弱本港經濟增長，影響明年預期的經濟復甦。
總商會今年的調查共收到369份問卷，受訪會員
的業務性質大概反映了香港的經濟結構。從事貿易
的受訪企業佔24.2%，其次為金融服務（17.6%），
大部分受訪企業在港營運超過20年（57.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滬深股市昨日承接強勢再度上揚，
上證綜指「五連漲」，三年來首次站上2,600點關口，全日收報2,604點，漲37
點或1.43%；深證成指收報8,763點，漲70點或0.81%。金融板塊全線翻紅，券
商、保險和銀行等金融股領漲，但地產股表現欠佳並拖累深成指表現遜滬指。
兩市總成交5,733億元人民幣。
滬深兩市昨高開高走，午後雖有跳水現象，但臨近收盤有資金強悍接盤，
尾盤出現上揚，滬指最終衝破2,600點的歷史高位。早盤券商、保險等權重
板塊領漲大旗，午後銀行股接力再拉升股指。華泰證券（601688.SH）早盤
漲停，直接刺激券商股行情，光大證券（601788.SH）、 興業證券
（601377.SH）漲逾9%。

6券商傳完成股改利A股
業內人士分析稱，券商股表現優異，除了和A股連日上揚有關外，還跟多家

券商的股改有一定關聯。有消息稱今年以來完成股改的券商有6家，預計10家
明年登陸A股，其中2家進入上市輔導期。券商股融資有別於其他公司，資金將
全部用於股市，起到增加槓桿作用，而這都會為A股注入增量資金。
地產股步入休整，小幅走低，且板塊資金淨流出居前，流出額在10億元以
上，分析稱，臨近年底國企有密集甩賣地產股權的行為。
德邦證券策略分析師張海東表示，近期A股的強勢還是主要得益於人行時隔
兩年後再度減息，特別是考慮到過去兩年滬指常常跑輸全球主要股指，隨着減
息政策的出台，國內無風險利率將下降，吸引資金進入股市，收取更大回報。

國泰君安估A股明年升三成
就後市走勢，張海東認為，滬指在過去三個交易日內上漲接近5%，加上面臨

2,600點整數關口的壓力，預計前期獲利資金可能出逃，後市A股難免會出現劇
烈震盪，但總體而言，A股上漲趨勢已經形成，預計年底滬指仍將上行，有望
衝擊2,700點。
國泰君安在昨日的投資策略會議上表示，A股即將迎來新繁榮時代，預計明

年A股市場或將出現30%的上升空間，可以攀上3,200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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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企業指競爭力跌 六年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內地減息

刺激，好友昨日
在期指結算前大挾淡

友，將大市推上24,000點，全
日67隻熊證「打靶」。瑞銀中國證券

研究副主管陳李昨預期，明年春節前，A股
（上證綜指）有望升至2,900點，有助提振整
個大市氣氛。恒指昨日曾升逾300點，一舉衝
破100天線（24,012點），收市升268點報
24,111點，成交880億元。分析員相信，若港
股在期指結算後仍向好，相信可望挑戰上周一
滬港通開通首日的高位24,313點。

瑞銀唱好A股 明春見2900
中資金融股昨日大爆發，刺激國指大漲268

點至11,051點，主因人行減息，令A股牛氣
沖天。瑞銀的陳李昨在電話會議中預期，明
年春節前A股有望升至2,900點，由於內地減
息，料明年春節前的流動性會非常正面，因
此目前為最佳的投資時機。不過，要留意A
股快速上升後，內地經濟數據能否企穩，否
則今次只是純粹炒作減息，升幅將曇花一
現。另外，亦要注意明年內地新股（IPO）的
增速，會否對A股有不利的影響。
在各類型板塊中，陳李認為，由於人行在

明年初前，有可能大幅增加明年的按揭貸款
額度，刺激按揭數量增加，未來半年更帶動

地產銷售量升，故看好內房
股。此外，雖然內地提出的
「一帶一路」宏圖，惟相信
未能為內地消化過剩產能，
所以仍不看好原材料及建築
股。但有關政策仍可幫助優
勢產業出口，如通訊、電
網、農業股等，所以看好有
關板塊。
看淡的股份方面，他指消

費股毛利率繼續受壓，所以
看淡該板塊，同時也看淡券
商股，指滬港通對券商股的
推動有限，即使券商股的升
勢可持續一至兩個月，但其後要注意泡沫，
因為不少券商股的估值已過高。
港股昨日飆升，熊證慘遭屠殺，全日共67

隻熊證遭「打靶」，當中不乏A股 ETF及內
險股的相關熊證，而恒指熊證亦佔50隻。期
指今日結算，昨日升260點，高水56點，成
交合約12.12萬張，下月期指更高水71點。

資金搶內險股 國壽再飆7.2%
人行宣布減息後，內險股表現突出，由於

內地決定使上海發展成國際保險中心，成為
內險股的另一利好消息。國壽（2628）再急
升7.2%，是表現最佳藍籌，平保（2318）亦
升3.65%，兩股成交更分別高達34.7億及
31.8億元。其他內險股人保（1339）、新華

（1336）、太保（2601）及太平（0966）升
幅也介乎6至8.5%。
內銀股有買盤湧入，民行（1988）升

5% 、 信 行 （0998） 升 2.5% 、 重 農 行
（3618）漲 4.66%，而四大銀行亦分別升
1.6%至2.37%。
焦點股方面，通訊局指亞視表現欠佳，建

議不續牌，港視（1137）午後大漲逾一成，
收4.41元，升幅12.21%，成交急升至逾1.5
億元。A股表現亮麗，相關ETF不斷有資金
追捧下，南方A50（2822）及安碩A50分別
升3%及2.87%，即使不計南方A50的人民幣
櫃台（82822），該兩隻ETF的成交更分別
高達30.2億及40.6億元，佔主板總成交逾
8%。

結算前屠熊
港股挾上二萬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瑞銀昨日
回顧過去約一周半的滬港通的表現，指基本
上符合該行的預期。瑞銀中國證券研究副主
管兼首席策略分析師陳李昨在電話會議中表
示，買港股的南向交易雖然比預期淡，也有
其技術性障礙，但他很高興看到不管是交易
所，還是監管者，均正在積極鼓勵內地散
戶，甚至是一部分小型機構投資者向南投
資，也許南向「港股通」會慢慢上升起來。

354億人幣買A股 多港股10倍
受惠港股向上的刺激，「港股通」昨日使

用了2.13億元（人民幣，下同）或2%的額
度，餘額102.87億元或98%。「滬股通」的
表現更活躍，餘額只剩下75%或97.05億
元，已用25%或32.95億元。截至昨日，共
3,000億的滬股通總額度，累計使用了354.52
億元；共2,500億元的港股通總額度，僅累
計使用了32億元，買A股資金較買港股的高

出10倍。陳李表示，海外資金持續流入A
股，使滬股通較活躍，這是毋庸置疑的。
由於海外資金進入A股的大門首次打開，

未來最關鍵是在2015年，MSCI會否把A股
納入該指數。如果納入的話，很多國際的大
型公募基金將必須配置A股，但他預期，資
金的流入速度不會太快。
他預料，當海外持有A股資金的規模升至

流通市值的6%、7%以上時，對部分的股票
便會具有絕對定價權。短期內，A股上漲的
空間不大，但下跌的空間是非常有限，一直
會有資金流入A股，這也是他2015年最看
好的投資主題之一。部分大型高分紅的藍籌
A股，會持續得到海外資金的關注。
陳李在昨日的電話會議上，多次表示內地

的經濟數據才是主導股市走勢的主因，對於
內地的經濟預期，他預料明年內地全年經濟
增長只有6.8%，主要受累於投資下降。他
強調，未來內地牛市能否真正形成，要看經

濟能否在明年上半年第二季觸底，如果不能
的話，股市將面臨泡沫。
至於上周五人行突然宣布減息，他預計，

人行在明年年底前，將會再減息兩次，連同
上周五的減息，預期共減息75點子。

人行或降準 股市受惠
另外，為對沖外匯佔款下降對貨幣增量的

影響，人行有機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但幅
度要視乎貨幣增量的降幅。他相信，減息有
助減低融資成本，對股票市場屬正面利好的
消息。
他指出，中央現時可接受經濟增長在較低

的水平，相信明年國企改革將為推動內地經
濟的重要一環。陳李認為，現時國企改革尚
未開展，例如至今央企改革的案例很少，相
信如無中央政府的方案配合，改革等於仍未
推動。他預期，未來中央企改政策出台，地
方國企及央企將會有明顯的投資目標。

外資掃A股 瑞銀明年續睇好

A股續牛氣
上證3年首越2600

總商會：港經濟放緩 來年增2%至3%

■恒指昨日升268點，收報24111點。 新華社

■總商會昨日公布的
調查報告披露，近半
數企業計劃明年加薪
5%以下。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涂若奔）

「佔領行動」發生逾兩

個月，至今仍未結束，繼續

禍害香港的競爭力和經濟前景。

香港總商會昨公布的年度商業前景調

查報告披露，68%受訪公司認為香

港的競爭力正在下降，明後年

本港經濟增長將持續放緩，但物

價將繼續上升。大部分企業預期，

未來兩年的實質GDP將增長 2%至

4%，通脹也錄得相同的升幅。調查又

顯示，展望2015年，計劃加薪

5%以下的僱主有49.2%，預計加

幅介乎5%至10%的則有17.8%。

■總商會歐大衛昨
表示，外圍環境
不佳是本港經濟
的一大隱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