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 昨日發佈的最新一期「上
海財經大學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系
列」顯示，上海消費者購房意願在
2019年第四季度有所回升，同比大
幅提高8.4點；其中購房時機預期指
數更是達到了2009年二季度以來的
最高點。
根據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

分中心和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
究中心最新調查結果，2019年第四
季度上海市消費者購房意願指數為
69.5點，環比上升2.3點，同比大幅
提高8.4點，但該指數值仍處於中性
值100點以下，處於悲觀區域。

購房時機預期指數逾10年高
值得注意的是，購房時機預期指

數76.2點，比上個季度提高了7.6
點，同比上漲12.4點，達到了2009
年二季度以來的最高點。2019年度
內兩項指數一直在較高點位徘徊，
說明消費者的購房意願和預期有所
增強。
進一步的調查表明，目前上海市

房地產市場狀態較為穩定，同時消
費者對當前的市場形勢也能夠接
受，去年四季度24.1%的消費者認
為，當前是購房的「好」時機，環
比上升了3.4個百分點，同比上升了
7.3個百分點，認為時機「不好」的
則為54.7%，環比下降了1.2個百分
點，同比減少1.0個百分點。

1月4日，唐山市政府辦公室就加強市中心區商品房銷售管理有關事項發出通知，對房地
產開發企業銷售商品房行為、房地產中介服務
機構代理銷售商品房行為等進行規範。根據此
次市中心區商品房銷售管理新政，購房人購買
新建商品住房，自網簽之日起42個月內不得上
市交易。

唐山樓價環比漲幅內地第一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向記者
表示，此次唐山出台樓市新的管控政策，和當
前唐山房價過快上漲等因素有關。在最新一期
公佈的內地70城房價指數中，2019年11月唐山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環比上漲1.9%，同比上
漲11.9%，環比漲幅位列內地第一。因其漲
幅，所以穩房價動作勢必需要強化，首例「網
簽限售」政策出台，從限制對象來看，對於房
企、中介機構以及購房者等，都給予了明確的
管控內容，屬於較為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上月深樓市成交量創去年新高
其實從去年年底開始，內地多個樓市便出現
房地產市場的鬆動回暖，深圳市11月豪宅標準

調整後，市場更趨活躍，一二手成交量大升。
據深圳中原發佈，12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4,701
套，環比升47.09%；成交面積48.05萬平米，
環比升45.73%，新房月度成交量創2019年新
高。當月二手住宅成交9,486套，環比上升
18.4%，同比更升149.0%，是2016年4月以來
首次成交過九千套。二手均價小幅上升。深圳
中原地產認為，今年深圳房產價值與潛力仍被
看好。

監管接踵至防資金違規入市
特別是今年元旦，央行宣佈降準，更是被市

場認為是送給樓市的「新年禮包」，一時間炒
房現象再次蠢蠢欲動，如深圳出現二手房業主
集體哄抬房價，上海有新房樓盤收取百萬管理
費等。對此種跡象，監管政策接踵而至，上周
末銀保監會發文要求銀行保險機構落實「房住
不炒」的定位，嚴格執行房地產金融監管要
求，防止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市場，抑制居民
槓桿率過快增長，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
展。嚴躍進稱，今年促進房地產交易市場的穩
定和健康發展依然是重點，房地產金融環境會
持續淨化，樓市政策整體難言放鬆。

B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黃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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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政府近日出台全新的樓市調控政策，規定一手房被個人購買後，自網

簽起的三年半時間內不得再次掛牌交易，亦是內地樓市首次出現的「網簽限

售」政策。行業分析人士認為，新政顯然和當地房價上漲過快有關，顯示出監

管部門遏制投機炒房的決心，料今年樓市趨勢仍是「穩」字為重。

唐山一手樓網簽後三年半限售
「穩」字當頭防過熱 樓市調控政策續出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今年科技趨勢十大預測
1. 2020年的重點將是5G
2.可摺疊設備將重新塑造便攜性和生產力
3.人工智能將進一步成為主流
4.消費者將繼續爭取個人私隱權利
5.勞動人口將以嶄新方式互相聯繫
6.企業安全仍然是首要條件
7.智能業務將從雲端走向邊緣
8. 病人的醫療體驗將會通過互聯和虛擬

醫療保健而改變
9. AR / VR進一步融入教育
10.雲端遊戲

香港文匯報訊 MSCI（明晟公司）中國研
究主管魏震昨日表示，內地A股納入MSCI新
興市場指數，提升了國際機構投資者對內地
股票市場的參與度。
中新社引述魏震稱，境外投資者持有A股的

總額已從2016年12月的380億美元（佔市場
總額的0.67%），增長至2019年10月的1,950
餘億美元（佔市場總額3.03%）。這意味着，
境外投資者近三年內增持A股約1,570億美元
（約合10,953.262億元人民幣）。

自2019年472隻內地A股大盤股和中盤股獲
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後，內地在該指數中
的權重升至約 34%（2017 年 6 月，權重約
28%）。魏震認為，價值及質量因子等基礎因子
對於A股的配置策略越來越重要，國際投資者
在A股市場的影響力擴大也是其中一個要素。

「互聯互通」促A股國際化
此外，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的啟動和擴展對A股的國際化發揮了重要作

用。根據香港交易所的數據，由於A股納入
MSCI指數，北向交易獨立賬戶的數量從2017
年初的1,000多個，增加到2019年11月的逾
9,000個。
「投資新興市場歷來是一個起伏跌宕的過

程。然而，隨着更多中國A股納入MSCI新興
市場指數，A股在該指數中的權重與影響力與
日俱增，指數的行業覆蓋範圍、交易流動性
及境外機構投資者的參與度也得到提升。」
魏震說。

香港文匯報訊 科技日新月異，智
慧轉型包含以雲端、大數據及人工
智能。而嶄新科技更可讓個人電腦
及平板電腦等產品提供更完善的用
戶體驗，使日常生活更便利，工作
更 有 效 率 。 Lenovo （ 聯 想 ）
（0992）昨發表2020年科技趨勢十
大預測，其中就包括5G、人工智
能、個人私隱權利保障及AR / VR
（見表）等等。

5G造就新行業 促效率增盈利
其 中 ， 5G 的 速 度 高 達 每 秒
10Gbit，比4G快100倍。5G技術帶
來的改變難以盡錄，毋庸置疑的是
5G技術將顛覆各行各業，而造就新
行業的興起。企業將繼續推出下一
階段的5G發展應用方案。例如：為
生產設施設置私人網絡，以提高員
工生產力和機器效率，從而提升企
業的盈利增長。未來，預料醫生能
夠通過控制機器設備，為相隔千里

的患者進行手術。我們亦可能透過
遙距投影參與商業會議。

AI「虛轉實」 潤物無聲惠生活
體驗往往是科技最重要的一環，

隱於無形的科技正正能為人創造出
豐富體驗。在2020年，隨着熱潮及
渴望度消退，人們將會發現人工智
能（AI）不再是最嶄新的科技趨
勢，而是轉化成為科技背後的核心
推動力，透過AI解決方案以改善人
類生活、提升工作流程效率和提高
服務質素。IDC預測至2024年，全
球逾60%的豪華酒店將設置針對客
戶的智能助手，透過AI提升客戶體
驗。儘管AI功能強大，但基於AI是
由人類所創造的技術，它會在無意
識中自行產生人類的偏見。因此，
在2020年後，很多企業將加強對AI
的管治，確保公司的有關部門將負
責任地進行AI科技的部署，令社會
從中受益。人們將看到很多公司希

望能夠真正了解如何在社會規模上
有效部署AI科技並從中受益，而不
是只將AI用作市場營銷的術語。

流動服務擴 醫護更個性高效
另外，消費者對於醫療保健選項

的期望正不斷提升，透過結合可穿
戴設備、家居監控設備，以及與護
理人員和醫生的虛擬連接，將能改
善更多病人的醫療體驗，並帶來更
佳效果。保持健康和治療慢性疾病
均需持續、定期的護理，而更智能
的技術則是解決方案的重要一部
分。流動醫療物聯網設備和服務網
絡日益擴張，為使用者提供必要的
日常監測、分析和治療，通過具個
性化和高效的護理，建設更健康的
社會。在2019年初，美國聯邦醫療
保險和補助服務中心對遠程病人監
護的法規作出了調整，為醫療保健
提供者在使用虛擬醫療保健解決方
案方面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內地金融機構昨日全面降準，然而由於外圍
地區緊張局勢致市場受壓，滬深兩市大幅低
開，滬指盤中雖一度摸至3,107點新高位
置，但隨午後大幅回落3,100點得而復失，
最多跌0.6%，午後跌幅收窄。截至收盤，上
證綜指微跌0.01%，近收平，報3,083點；深
股表現好於滬股，深證成指漲0.39%，報
10,698點；創業板指漲1.3%，報1,859點。
市場情緒尚可，滬深兩市成交總額為8,041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前一交易日增加
675億元，成交額創逾8個月新高。

轉基因板塊續強勢飆逾8%
盤面上，大消費概念股持續低迷，銀行、

保險等板塊亦表現不佳。轉基因種業相關概
念股強勢不減，其中轉基因板塊漲8.16%，
玉米板塊漲 7.71%，農業種植板塊漲

5.25%。受避險情緒影響，油氣及黃金板塊
同時爆發，採掘服務板塊漲4.66%；金價升
至2013年以來最高水平，黃金概念板塊漲
4.07%。
國產特斯拉交付在即，加上昨日特斯拉中
國微博透露Model Y生產項目亦將在中國開
啟。特斯拉產業鏈受利好消息刺激被全面激
活，個股上奧特佳、眾業達、天奇股份、天
通股份、亞太科技、派生科技等逾20隻股份
漲停。

網紅經濟個股漲跌各半
網紅經濟出現分化走出「倒V字」，板塊

中個股漲跌各半。大消費股持續低迷，白
酒、超級品牌、仿製藥、飲料製造等板塊均
有不同程度下跌。銀行板塊跌幅居前，個股
中僅一隻飄紅，其他大金融中的證券、保險
等板塊亦有下跌。

滬指3100關得而復失

港交所北向交易獨立賬戶逾9000

聯想「預言」今年科技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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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上月二手住宅成交9,486套，環比上升18.4%，同比更升近一倍
半。圖為深圳福田區一處住宅小區。 資料圖片

■滬指昨日收報3083點，失守3100關口。
中新社

■嶄新科技令個人電腦及平板電腦有更完善用
戶體驗，圖為聯想筆記本電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在去年11月觸及七個月高點之後，
財新2019年12月中國服務業PMI回落，新出口訂單
指數亦明顯下滑，反映海外需求擴張有所放緩。而受
製造業和服務業雙雙放緩影響，當月財新中國綜合
PMI亦出現下滑。財新/Markit昨聯合公佈，內地
2019年12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52.5，
低於11月的53.5，也低於市場預期的53.2。
其中，新業務指數進一步溫和回升，為近三個月
最高；新出口業務指數則顯著回落，反映海外需求
擴張有所放緩。而服務業收費價格指數大幅下挫至
收縮區間，創2017年8月以後最低；經營活動預期
指數亦走低至2015年底以來最低水平。

上月財新服務業PMI遜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巴西東
北部巴伊亞州政府近日批准比亞迪公司（1211）在
該州首府薩爾瓦多修建跨海雲軌的設計方案，項目
將於2020年初正式開工。據比亞迪介紹，這是比
亞迪在海外宣佈開工的首個雲軌項目。

比亞迪巴西雲軌項目獲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