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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香港人盡量

避免外出以防感染，外來遊客也因

口岸陸續關閉而大減，香港的酒店

和餐館業務大幅下跌，香港對蔬菜

和家禽消費也大幅減少。從事供港

酒樓蔬菜和家禽業務的香港昌勝食

品貿易公司，業務因此暴跌六成，

為了減省開支，公司8台大貨車已

經停運了一半，員工也減少了一

半。公司創始人王立義表示，酒樓

大量結業只好轉而供應街市，如果

未來一兩個月情況未有好轉，可能

難以捱下去。

疫情打殘供港酒樓食材生意
深圳港企業務挫六成 逾半車輛停運裁員五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英
國《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報道，人
行可能會於「未來幾天」宣佈降低基準
存款利率，正與商業銀行討論此政策，
如果付諸實行，將是2015年以來人行
首次下降基準存款利率。減息的主要原
因是希望鼓勵銀行放貸，向企業、家庭
貸放更便宜的資金，同時希望藉以提振
內銀的盈利能力。目前，內地銀行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為 1.5%。《金融時
報》報道稱，下調存款利率，可能會伴
隨人行進一步削減中期貸款利率。由於
至今為止，內地的刺激經濟措施以信貸
寬鬆政策和減稅為主。如果付諸實行，
這將意味內地對先前的定向刺激措施進
行升級。
為保經濟增長，內地在2月已要求銀

行在疫情爆發時，需要向陷入困境的企
業延長貸款期，減少貸款利率，以及提
高對壞賬的容忍度。這些措施雖然有助
企業生存，但會損害內地銀行的盈利。
此外，人行副行長劉國強在2月曾經

表示，存款基準利率是內地利率體系的
「壓艙石」，將長期保留，但未來將按
照國務院的部署，綜合考慮經濟增長、
物價水平等，適時適度調整。此外，劉
國強表示人行將繼續推進貸款市場報價
利率(LPR)改革，引導整體市場利率和
貸款利率下行。

■ 疫情持續兩個月，王立義損失巨大，他
擔憂未來難以撐下去。 記者李昌鴻 攝

■港股跟隨
外圍繼續反
彈升逾800
點。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美國政
府與國會就2萬億美元的緊急經濟援助計
劃達成協議，隔晚美股大漲，道指急彈
2,112點，升11.4%，創自1933年以來單
日最大百分比升幅。港股跟隨外圍繼續
反彈，盤中有消息指人行正商討調低存
款利率，利好消息帶動港股升幅擴大至
905點，高見23,569點。恒指全日升863
點或3.8%，收報23,527點，兩日間已累
升約1,831點，昨日成交進一步增至1,512
億元。亞洲股市同告急彈，東京奧運延
至2021年夏天前舉行，日股全日漲8%，
滬指彈 2.2%，韓股彈 5.9%，國指也漲
3.8%報9,529點。

累跌逾萬點 道指或試22500關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與參議院領袖就2
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達成協議，其他
的措施還包括大量增加失業保險，1,500億
美元用於國家和地方的經濟刺激基金，
1,300億美元用於醫院等。截至目前為止，
美國政府對經濟的總體援助已達6萬億美
元，包括來自國會的2萬億美元和來自聯
儲局的4萬億美元。
時富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表示，
美國國會通過2萬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
後，即時緩解了短期的美元荒，其後道指
大漲逾2,100點，重上兩萬點大關。他相
信，救市方案通過後，美匯會回落、金價

會轉強，油價亦會靠穩，市場的恐懼情緒
將會紓緩。
以技術分析而言，從高位下跌超過
11,000點的道指，在2萬點水平可望整
固，並出現有力的反彈，若今次反彈浪達
0.382倍，道指便可上試22,500點，0.5倍
則可看23,900點。

內房股造好 恒大急彈逾20%
港股方面，恒指近日自高位回落也逾

8,000點，姚浩然認為，21,100點可視為短
期底部，恒指守穩22,500點可持續看好，
若反彈浪有0.382倍，恒指的阻力位將為
24,200至24,500點。
另外，外媒指人行正商討調低存款利

率，帶動內房股造好，其中負債較重的恒
大(3333)急彈 20.6%至 12.4 元，中海外
(0688)、碧桂園(2007)及潤地(1109)各升
4.6%、5.4%及5.8%。
藍籌股有49隻造好，僅中移動(0941)回

吐0.9%，表現最突出的為出口股，升幅高
達 9%至 11%，其中萬洲(0288)、申洲
(2313)及創科(0669)急彈11.2%、10.7%及
9.6%。萬洲去年收入及盈利均創新高，表
現優於預期。
瑞聲(2018)去年純利跌逾四成，兼不派

末期息，該股一度曾跌至37.2元，尾市回
升4.3%報40.2元。中海油(0883)及中石油
(0857)股價齊升7.4%。

利好消息疊加 港股彈逾8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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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義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時表示，去年6月香港爆發的

修例風波和今年1月下旬發生的新冠
肺炎疫情，令公司業務遭受持續的
衝擊，「尤其是這次疫情導致許多
港人擔心感染，宅在家裡不敢外出
消費，許多酒樓關門歇業，公司的
業務也因此大受影響。」

黑暴疫情雙重夾擊業務
因為擔心疫情影響，港府停止羅

湖、皇崗和福田等口岸通關，只有
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兩地可以通
行。3月8日起港府將對入境的港人
和內地客等實行14天隔離，內地貨
物輸港並不受到疫情影響，由於他
們在內地和香港均聘請了司機，貨
物可以由內地司機開車送到港珠澳
大橋海關，他們將駕駛室和車輛進
行消毒後，再交由香港司機接力將
貨物送到香港各個分貨處。
不過，由於疫情的持續，香港酒

樓生意一落千丈。王立義說，公司

的供港菜進口業務也隨之受到更大
的影響。疫情之前，公司每天3大車
雞鴨和5大車蔬菜輸港；疫情初期是
三車菜和一車雞鴨，並將內地4輛大
型貨車和香港部分貨車停運。「疫
情過去兩個月，公司的業務已經大
跌了六成。以前主要給酒樓供應，
現在酒樓大量歇業，只好轉向供應
街市。雞鴨是兩天一個貨櫃，以前
是一天兩貨櫃，生意非常慘淡。」
他說，目前疫情已持續了2個月，
如果情況仍然沒有改善的話，估計
香港餐館和酒樓可能將要關停1,000
家。

疫情再持續兩月或歇業
為了應對業務大幅下滑的挑戰，

王立義在疫情開始時堅持不裁員，
兩個月後感覺頂不住了，不得已把
香港員工從20人減至11人，香港10
輛送貨車停運了6輛。他無奈地感
嘆，「未來一兩個月如果情況沒有
好轉，可能會關門歇業。」

談起16年來從事供港菜和家禽業
務的打拚。他以前大學本科是學微
生物，後來留學瑞士獲得聖傑文大
學博士學位。回港後他發現，隨着
商業、旅遊和零售等業務日益繁
盛，港人對內地蔬菜和家禽等需求
也十分巨大，為此，他於2004創辦
香港昌勝食品貿易公司，將廣東、
福建、湖南和四川等地經過認證的
蔬菜和家禽長途運輸進口至香港。
十多年來，受益內地客自由行，香

港的旅遊、零售等業務蓬勃發展，他
的公司業務也一直持續飆升，並在深
圳、惠州均設立了分公司。
他先後在內地購買8輛25噸大型

兩地牌貨車，聘請了8位司機，並
在香港購買了18輛5噸貨車和聘請
了16位司機，每天的蔬菜和雞鴨肉
等貨物，由內地司機開大貨車將大
量進口的蔬菜和雞鴨鵝等送到港珠
澳大橋關口，過關後再分車裝運由
香港司機開車送至香港各種餐館、
酒店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
道） 王立義告訴記者，早在六年前他就
預計到，供港菜的高峰將會過去，並且
將會慢慢出現經營困難。根據他讀博士
做微生物研究的特長，他看好微生物環
保業務，並在深圳成立了深圳市大業高
科技產業有限公司。目前他一邊堅持做

供港菜生意，一邊拓展微生物環保業務，
期望能夠成功轉型該領域。

兩年投2億研製產品
六年前，他便與一些科學家展開合

作，聯合香港及國外大學研究院，成
功在環境微生物技術取得了突破。近

兩年投入2億港元，研製出一系列適
合市場的有機微生物環保產品點滴
威，該產品經過香港理工大學驗證。
近年來，產品銷售量大幅提升，在

不同行業中廣泛使用，包括香港政府
污水廠、市政廢物處理、香港賽馬
會、香港國際機場、香港連鎖快餐

業，以及養殖業和家禽、畜牧業等。
另外，他們還與一些家禽和畜牧業公

司商討合作，把產品應用於預防禽畜疾
病如禽流感、豬流感和流行感冒等。
他說，十分看好微生物環保技術應

用前景，擬將大力拓展內地和海外市
場，以把握巨大的市場機遇。

斥資2億轉拓微生物環保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電消息指，總部位於上海的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近期擬發行50億元人民
幣熊貓債，亦為疫情防控債，為三年期固息品種，
此為國際開發機構在中國發行的首隻疫情防控債。

新開發銀行由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南非
於2014年成立。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並透露，標
普惠譽對發行人主體信用等級為AA+，發行人將
獲豁免境內評級。此次疫情防控債募集資金將用於
幫助內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新開發銀行官網新聞稿顯示，3月19日，新開發
銀行批准貸款金額為70億元人民幣的緊急援助項
目，將為因疫情產生的計劃外的緊急公共衛生支出
提供資金支持。項目將重點支持內地受疫情影響最
嚴重的三個省份，湖北省、廣東省和河南省。項目
將為上述省份最迫切的抗疫資金需求提供融資，以
最大程度地減輕疫情爆發對地方經濟帶來的不利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新冠肺炎衝擊樓
市，財金界名人近期紛紛加入沽貨行列。市傳化妝
品零售商莎莎國際主席郭少明減價300萬元，以
5,700萬元沽出跑馬地禮頓山單位，持貨20年賬面
獲利4,175.7萬元。消息指，郭少明持有的禮頓山2
座高層A室，實用面積1,240方呎，連車位開價
6,000萬元，最終減價300萬以5,700萬元沽出，實
用面積呎價45,968元。原業主為郭少明及其妻郭羅
桂珍於2000年樓市低潮期以1,524.3萬元購入單
位，持貨20年，賬面賺4,175.7萬元。
舖王鄧成波日前則以低市價沽出淺水灣豪宅華景

園的單位，成交價 9,280 萬元，相比 2013 年以
8,780萬元購入單位，7年間升值僅500萬元，賺幅
相當少。另外，永隆銀行伍氏家族成員早前以
6,000萬售出中半山地利根德閣單位，持貨3年多
獲利1,3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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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發銀行擬發
50億防疫熊貓債

禮頓山「名人盤」
傳劈3球沽

■據《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報道，人行可能會
於「未來幾天」宣佈降低基準存款利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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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義從內
地進口的大量家
禽，從以前送到
酒樓轉為送往街
市。
記者李昌鴻 攝

■■王立義表示王立義表示，，疫情導致其供港蔬疫情導致其供港蔬
菜業務大降六成和一半多車輛停菜業務大降六成和一半多車輛停
運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李昌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