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蔡競文 ■版面設計：陳金水

2020年1月7日（星期二）

20202020年年11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1月7日（星期二）

調查機構IHS Markit昨指出，去年12月份的香港PMI數
據顯示政治動盪仍未平息，企業的業務量與新增銷售

額繼續大幅倒退，業者因而看淡來年的經營前景，這從投入
品的採購與庫存水平進一步削減可見。此外，就業增長停
滯，而投入品成本與產出價格則繼續下跌。
IHS Markit 首席經濟師 Bernard Aw表示，12月份PMI數

據顯示，企業繼續奮力在政治危機的逆風前行，香港私營經濟
在 2019 年尾聲處於極度低迷。PMI 第四季度平均值反映
GDP 下跌 5% 左右，而經濟衰退於2019年末季亦見加劇。鑑
於目前還未有任何跡象顯示政治緊張局勢能於新一年度緩和，
因此經濟能在彈指間好轉的希望就顯得渺茫。隨着新接訂單
量於12月份繼續萎縮，企業的營商信心仍處歷史低位；而在
蒙陰的前景下，企業再度大幅縮減採購活動和庫存水平。

社會衝突持續 銷售市道轉差
經季節調整後，12 月份香港PMI由上月的38.5升至42.1，

顯示私營經濟的景氣度跌幅已自7月份收窄，惟惡化程度仍然
明顯。計及12月份數據後，2019年第四季度的PMI平均值為
40.0，乃21年半調查歷史以來的最低點。
業者透露，示威活動於年底持續，企業繼續艱苦經營。12
月份的業務量大幅下跌，惟跌速已較11月份放緩。銷售市
道於12月份進一步轉差。調查數據顯示，新增業務量再度
大幅下降，原因與政治風波和貿談緊張有關，但跌速已較上
月回軟。企業12月份從內地新接的訂單量已連跌20個月，
緊縮率屬該項調查自2005年3月份開展以來的高位。綜合而
言，銷情下滑導致積壓工作水平進一步緊縮。

新增業務急降 經營前景悲觀
營商環境急轉直下，企業對未來一年的產出增長信心不

大。儘管衡量市場情緒的產出預期指數已於12月份走出近
期低點，但卻仍在該項調查自2012年4月開展以來的低位徘
徊。業者的悲觀看法往往受政治危機的不確定因素所帶動。
由於看淡經營前景，企業進一步縮減採購活動與庫存水

平；此兩者跌幅雖低於11月份的歷史高位，但整體仍然嚴
峻。此外，12月份的就業增長處於停滯，而即使業者對投入
品的需求減少，其供應商的供貨進度卻未見受惠。
整體投入價格於12月份繼續向下，跌幅接近四年高點，

這大大減輕了企業的成本負擔。然而，薪資成本並未保持
11月份跌勢，12月份出現輕微回升。企業為加強競爭實
力、擺脫市道低迷，因而在12月份連續第六個月調高產出
售價的折扣率，符合業務開支的減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受累於中東地
緣政局持續緊張，美國又揚言要攻擊伊朗，環
球股市充斥負面因素，昨日亞太區股市普遍受
壓，港股不能獨善其身，恒指跌225點，收報
28,226點，由於伊朗表明將不再遵守2015年
核協議，導致油價飆升，石油相關股份逆市
造好，中海油(0883)和中石油(0857)同漲逾
3.6%。分析認為，港股昨日跌幅已相對其
他亞太區股市為溫和，加上內地經濟有回穩
跡象，對內地和本港股市有支持，預期年初
有機會上試29,000點水平。

航空股急挫 金礦股齊受捧
恒指昨低開125點，雖然跌幅一度收窄，

至28,367點已屬全日高位；午後跌幅明顯加
劇，最多曾跌397點，
低見28,054點，臨近收
市跌勢才略為喘定，收報
28,226點，跌0.79%，成交
額916億元。亞太區股市方

面，上證指數跌 0.012%，日
經、台北加權和首爾KOSP跌幅由

1%至1.9%。
昨日多隻藍籌股向下，匯控(0005)友

邦(1299)和騰訊(0700)跌幅由0.7%至

1.5%，3隻股份合共拖累恒指93點。相反，由於伊朗前日宣
稱，將不再遵守2015年核協議的任何規定，導致國際油價上
升，三桶油昨日逆市造好，中海油、中石油漲3.6%及4%，合
共貢獻恒指36點，而中石化(0386)則升0.6%。
對油價敏感的航空股昨日受壓，南航(1055)、國航(0753)和

東航(0670)跌幅由4.2%至5.6%，而國泰(0293)亦挫4.2%。此
外，受地緣政治局勢影響，市場避險情緒升溫，資金流向黃金
相關股份，招金(1818)昨升4.9%，山東黃金(1787)和紫金(2899)
則分別升3.8%及1.2%。

港股料大漲小回 上望29000
對於後市看法，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表示，港股昨

日跌幅已相對其他亞太區股市為溫和，因為內地經濟有回穩跡
象，對內地和本港股市有支持，恒指短期走勢料呈大漲小回格
局，他預期年初有機會上試29,000點水平。至於股份方面，繼

早前內房有炒作之後，他相信資金近日
流向5G相關概念股如中興(0763)，因為
中興昨日逆市升2.4%、京信通信(2342)
和晨訊科技(2000)也漲2.8%及3.8%。

港匯強 曾破7.77逼三年高位
另一方面，港匯再度轉強，港元兌美

元曾升破7.77，高見7.7692，為自2017
年4月11日以來高位。截至昨日晚上8
時，港元兌美元報7.7702。

伊朗不遵核協議 三桶油逆市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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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持續半年的修例風波令本港經濟
面對諸多困難，但業界對今年的前景不太悲觀。渣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

儀昨於13屆亞洲金融論壇記者會上表示，本港經濟基礎穩固，有多項顯著的
優勢，相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能繼續為各金融機構和公司提供良好的營商
環境，料今年本港GDP增長介乎正負1%區間內。

港基礎穩固 外圍利好漸浮現
禤惠儀對今年經濟環境持相對樂觀態度，認為有多個積極因素推動環球經濟，包括中美貿

易首階段協議有望在下周簽署、美國減息對經濟的推動逐漸浮現、內地政府亦推刺激措施以達
到經濟增長目標等。但她亦提醒，環球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如中東局勢、氣候變化等都難以
預料，外圍因素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本港經濟，惟難以預料其影響程度。

中小企臨困境 正盡量助紓緩
談及修例風波的影響時，禤惠儀不排除本港經濟仍有可能面臨風險，尤其是首當其衝的中
小企、酒店業、零售業等。對於12月PMI指數回升至42.1但仍遠遠低於50，她回應稱，政
府已推出「九成信貸擔保產品」等紓緩措施，其間銀行也得到部分中小企客戶的反饋，望
此類措施能降低客戶的風險。她亦表明，在風險管理容許之下，會盡量包容、彈性處
理中小企貸款，亦會視情況令中小企得到更大紓緩。
禤惠儀評價，過去一年傳統銀行業取得不小的轉型成就，如轉數快推出短短
一年，獲390萬用戶登記，應用程式界面（API）開放亦令用戶更便捷體驗
銀行服務。她坦言，虛擬銀行將為加強業界的競爭，但同時也能令兩
者相互學習，相得益彰。

今年亞洲金融論壇將於下周一、二在港舉行，美聯儲前
主席耶倫、2019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巴希·

巴納吉等將擔任嘉賓。

渣打：
今年港GDP增長料正負1%之間

香港香港PMIPMI低位徘低位徘徊徊((經季節調整經季節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港交
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發表網
誌，指香港在過去的十年已當之無愧地
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最重要紐帶，展
望下一個十年，他認為對香港而言，只
有取得中國的信任，香港才有可能制
勝；對內地而言，只有讓世界認可香港
獨特的國際地位，香港才有可能繼續幫
助中國成功。並相信香港未來十年「肯
定行」。
他在回顧過去十年的全球及中國的大

變化之後指出，未來十年，中美兩極化
的世界格局已基本定型，也將帶來更大
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挑戰，世界在兩
極之間必然比以前更加需要翻譯機和轉
換器。中國與世界，特別是金融市場，
似乎迫切需要雙方均認可的「戰略緩衝
區」來實現市場的聯通與融合。

擁獨特地位 續可助中國成功
因此，他認為，未來香港的作用只會
更加突出，而不是淡化，更不會被邊緣
化。對每一個香港人而言，無論你屬於
何種政治光譜，都必須清醒地意識到：
只有取得中國的信任，香港才有可能制
勝；對內地而言，只有讓世界認可香港
獨特的國際地位，香港才有可能繼續幫
助中國成功。因此，「一國兩制」是香
港成功的保證，「一國」與「兩制」相
輔相成、缺一不可。香港人若不清醒認
知，就會自暴自棄、走入末路；內地朋
友若不清醒認知，就有可能感情用事，
將孩子與洗澡水一起潑掉。
對於中國和國際金融市場而言，面對

未來十年的高度不確定性，香港作為翻
譯機和轉換器的功能會顯得尤為重要與
迫切。一方面，世界與中國都迫切需要
中國的金融市場更加開放、更加國際
化；另一方面，中國金融市場的巨大體
量、自成一體的市場結構和監管路徑決
定了雙方很難在都不大改自己的前提下
充分相容與融合。因此，香港一定仍然
會是中國資本市場開放與國際化進程中
的極其重要的一環，仍然任重而道遠。

展望香港未來十年「肯定行」
對於金融市場特別是港交所而言，

未來十年，還是要繼續辦好四件事：
三通（股票通、債券通、商品通）和
一擁（擁抱科技、跨越發展）。他最
後表示，「2020，未來已至。回到開
篇之問，香港未來十年還行嗎？我的
答案很清楚：香港還行！肯定行！讓
我們心懷陽光與夢想，勇敢開啟一個
全新的世界！祝所有的朋友新年進
步，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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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蔡競文蔡競文））本港最新的去年本港最新的去年1212月份採購經理指數月份採購經理指數 (PMI(PMI））顯顯

示私營經濟在示私營經濟在20192019歲末陷入嚴重低迷歲末陷入嚴重低迷。。PMIPMI由上月的由上月的3838..55升至升至4242..11，，反映私營反映私營

經濟的景氣度跌幅已自經濟的景氣度跌幅已自77月份收窄月份收窄，，惟惡化程度仍然明顯惟惡化程度仍然明顯。。計及計及1212月份數據後月份數據後，，

20192019年第四季度的年第四季度的PMIPMI平均值為平均值為4040..00，，為為2121年半調查歷史以來的最低點年半調查歷史以來的最低點。。同同

時時，，第四季度平均值反映香港第四季度平均值反映香港GDPGDP下跌下跌55%%。。調查機構指出調查機構指出，，鑑於目前無任何跡鑑於目前無任何跡

象顯示政治緊張局勢能於新一年度緩和象顯示政治緊張局勢能於新一年度緩和，，經濟彈指間好轉希望渺茫經濟彈指間好轉希望渺茫。。

取得國家信任
香港才可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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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一度跌近400點，收市跌幅收窄，
成交額916億元。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