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新冠肺炎疫情受控，內地經濟穩步復甦，昨日公布的6月財

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服務業PMI）升至58.4，較5月

上升3.4個百分點，創2010年5月以來新高，顯示服務業在疫情放

緩後加速恢復態勢。製造業、服務業景氣度雙雙回升，帶動6月財

新中國綜合PMI升至55.7，為2010年12月以來最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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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服務業恢復步伐加快
財新中國服務業6月PMI報58.4十年最高

��

1��	���1.*1�

���� ����	��������
� �� � � � �� � � � �� � �

�	�
�������

������%
�������"�

財新服務業PMI報告稱，服務業恢復
擴張，與最近疫情防控措施放寬、

需求轉強有關。新接訂單總量創下2010年
8月以來最高增速，新出口業務量自1月
份後首次恢復增長。據企業反映，隨着疫
情管控措施放寬，整體市況持續改善。越
來越多客戶的業務運營恢復正常。
隨着疫情形勢向好，管控措施解除，經
濟加速恢復，服務業企業對未來一年的經
營前景保持高度樂觀，經營預期指數連續
四個月在擴張區間上升，更創下三年新
高。

用工數不增反見收縮
不過，服務業用工數量繼續小幅收縮，

連續5個月低於榮枯線，調查顯示，企業
普遍反映與員工自願離職有關。員工離職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當月服
務業投入品價格有所下降，收費價格基本
保持穩定，企業反映需求恢復尚不完全，
為爭取新訂單，整體定價力受到限制。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評論指出，

服務業供給及內外需正同步復甦，復工快
速推進，經營活動指數錄得十年來新高，
新訂單指數亦是2010年9月以來的最高
值，經濟活動恢復良好。儘管海外疫情形
勢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6月服務業新
出口訂單指數仍進入擴張區間，外需5個
月來首次沒有成為拖累項。
王喆認為，後疫情時期，服務業較製造

業顯示出更強的復甦勢頭。外需方面，服
務業出口需求正在修復，製造業外需則仍
面臨較大壓力。但就業問題仍是重中之
重。企業雖對未來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
但對擴大用工仍然較為謹慎。6月製造業
和服務業就業均繼續收縮。

NEI顯線下服務業回暖
對於服務業復甦，萬事達卡財新BBD

中國新經濟指數（NEI）也顯示，從典型
服務業崗位招聘數量來看，1月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後，傳菜、快遞和送餐三類崗位
招聘數量持續同比下降，直至6月才轉
正，其中，傳菜和快遞招聘數量分別增長
42%和50%，顯示線下服務業首次回暖。

■在防控措施放寬下，內地消費活動持續回升，帶動內地服務業於後疫情時代加速恢復。財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連月
高於50，6月更升至58.4，為2010年5月以來新高水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進入下半年的A股牛勁十足。中國6
月財新服務業PMI表現超預期，滬綜指昨
日再漲逾2%，創去年4月以來的近15個
月新高，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再創4年半新
高。兩市交投已連續兩個交易日超過1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作為牛市「風向
標」的券商板塊再漲近8%。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52點，漲62點
或2.01%；深成指報12,433點，漲163點
或1.33%；創業板指報2,462點，漲38點
或1.57%。兩市共成交11,715億元，較前
一交易日增近一成。北向資金持續湧入，
昨日淨流入155億元。7月首個交易周，
滬綜指累計上漲5.82%，深成指累計升

5.25%；創業板指雖僅周漲3.36%，但周
線收出了六連陽。
市傳兩大券商要合併，周四深夜，傳聞

所涉中信建投證券和中信證券相繼發布公
告稱，公司未曾召開過黨委會審議批准傳
聞所稱的相關計劃，也未得到任何股東有
關傳聞的書面或口頭的信息，公司不存在
應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即便如此，中信
建投、中信證券昨仍飆至漲停，整個券商
板塊亦整體大漲近8%，招商證券、國金
證券、申萬宏源、光大證券等券商股掀起
漲停潮。

分析：券商具四大利好
相關分析認為，券商股連續大漲得益於

四大因素：一是股權質押風險下降，近期
多家上市公司解除質押，至上月市場質押
股數佔總股本比，自 2018 年底下調約
2%，質押規模連續17個月遞減，券商可
以有更多資金做信用業務，增加入市資
金；二是兩市成交量逐日增加，利好經紀
業務，券商可以有更多資金做信用業務，
增加入市資金；三是A股表現向好，利好
券商自營業務；四是再融資新規出台，創
業板註冊制快速落地，新三板精選層也在
推進，利好投行業務。
盤面上，金融板塊表現尤為強勁，除了

券商板塊，保險板塊亦大漲超5%，銀行
板塊升近3%，僅釀酒、食品、工藝商
品、文化傳媒等板塊下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據彭博
報道，內地飲料生產企業杭州娃哈哈集
團正在考慮進行招股，集資金額可能超
過10億美元（折合約78億港元）。知情
人士表示，娃哈哈正在與一家顧問公司
展開股票發行籌備事宜，考慮的上市地
包括香港，最早可能在明年上市，不過
尚未作出最終決定。
娃哈哈由企業家宗慶後於1987年創

辦，產品包括瓶裝水、乳酸菌飲品、果
汁和方便麵等，銷往加拿大、新加坡和
美國等30多個國家。根據公司網站介
紹，公司在內地有80個生產基地，擁有
約30,000名員工。

Hygieia首日一手蝕928元
新加坡清潔服務供應商Hygieia Group

（1650）昨掛牌，首日股價表現疲軟，
開報0.25元，無起跌，其後一度高見0.26
元，但於隨後掉頭急插50%，低見0.13
元。最終收報0.134元，大跌0.116元或
46.4%，以一手8,000股計算，不計手續
費投資者一手賬面蝕928元。
另外，近日還有多隻新股來港上市，

其中以生物科技股歐康維視生物
（1477）最受歡迎。

歐康維視孖展超906億
綜合多間券商數據，歐康維視生物最終

錄得孖展認購額逾906億元，超額認購逾
582倍。此外，部分新股將在下周陸續截
飛。其中，騰訊（0700）作為股東的遊戲
股祖龍娛樂（9990），現時共錄得約31億
元孖展，相當於公開發售超購13倍。

金融街物業暗盤升26%
內地物業管理公司金融街物業

（1502）亦將於下周一掛牌上市。金融
街物業早前公布招股結果，以招股價範
圍中位數每股7.36元定價，集資淨額約
為6.07億元，一手中籤率20%，抽50手
（50,000股）方可穩獲一手。金融街物業
香港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145.22倍，
國際發售部分已獲大幅超額認購。據輝
立交易場的數據顯示，金融街物業暗盤
價昨收報9.32元，較招股價7.36元升1.96
元或26.63%，以一手1,000股計算，不計
手續費投資者一手賬面賺1,960元。

券商股大漲 滬指突破3100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消息指，中國柔性
顯示器製造商柔宇科技赴美國上市計劃已
經擱置，目前正考慮在中國進行首次公開
募股(IPO)。據彭博新聞社今年年初報道，
柔宇科技已秘密申請在美國IPO，擬籌資

約10億美元。然而，上述因信息沒有公開
而不願具名的人士稱，這家初創企業目前
正考慮在中國上市。相關考慮尚處於初期
階段，還沒有作出最終決定。
消息人士去年表示，原計劃通過一輪非

公開融資籌集資金，給公司的估值大約為
80億美元。但是在中國風險投資領域陷入
低迷導致流動性緊縮後，該公司轉向了美
國市場。該公司以生產世界上第一台商用
可摺疊手機而聞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港青
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昨公布的一份「促進
虛擬銀行服務惠及青年」研究報告指出，
受訪年輕人對虛擬銀行的整體信心不足。
青年創研庫經濟組副召集人杜丰杰於記者
會表示，金管局和私隱專員公署應進一步
增強公眾對網絡安全的信心，向公眾解釋
虛擬銀行與實體銀行同樣需要遵守相關的

守則；並加強保障個人私隱的公眾教
育。
調查顯示，受訪年輕人只有對「虛擬

銀行的電子交易系統」的信心高過一
半，平均分為5.35分（0至10分計算，
10為非常有信心）。其餘多項內容如
「存款入虛擬銀行」、「虛擬銀行獲得
足夠監管」及「虛擬銀行的個人資料保
安」的信心平均分別為4.77分、4.72分
及4.55分，均低於一半。其中，虛擬銀
行最令他們擔心的是「網絡安全不足」
（53.1% ） 及 「 私 隱 保 障 不 足 」
（48.6% ） ， 其次是「監管不足」
（37.9%）及「銀行實力或信譽不足」
（22.1%）。
在受訪的525名18至39歲本港年輕人

中，接近八成（79.%）認為「快速」是當

今使用銀行服務的重要元素；其次是「保
障私隱」（76.4%）和「銀行實力穩健」
（58.5%）。針對一些小額存戶的服務，
較多受訪青年認為「協助資金少嘅客戶建
立個人財務計劃」（80.8%）、「低於港
幣1萬元嘅小額投資」（73.3%）及「低
於 港 幣 1 萬 元 嘅 小 額 活 期 存 款 」
（69.9%），能夠協助他們理財。

倡虛銀提供試用優惠
該組成員陳凌旭及翁德建認為，虛擬銀

行應提供試用優惠以鼓勵商戶使用電子支
付服務，並由現金交易過渡至無現金交易
期間，提供存入現金和實體支票的渠道。
此外，虛擬銀行亦應開發對應初創及中小
企日常運作的會計系統，提供完整的電子
單據，以配合交易所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
港國安法順利實施，建銀國際首席
策略師趙文利昨於電話會議上表示，
香港國安法納入《基本法》中長期利
好香港投資市場，大多數從業者都認
為這能保障市場的穩定運作。他認
為，國安法充分保障集會、言論自
由，法律覆蓋面比較全面，能彌補此
前部分機制、法律漏洞。

恒指下半年料前低後高
他坦言，短期可見國際社會對香

港國安法有擔憂，但目前而言歐洲
的反應比較溫和，美國也沒有語氣
中較為強烈的干預，即便是美國剛
剛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對金融
業的影響也十分有限，稽查力度比
預期小很多。市場對國安法的擔憂
也已經逐漸被消化，相信其在實際
執行過程中，對普通人的
影響基本可忽略，出現極
端情況的可能性甚小。
港股昨日連升第三日，

趙文利預期港股是次反彈
有 可 能 在 7 月 初 升 至
26,500點。他指，近兩月
中概股回歸及南下資金加
碼為港股帶來資金支持，
加之經濟預計逐步重啟、
年底新冠疫苗有望面市，
料下半年恒生指數前低後
高，波動區間預計介於
20,500至 28,000點，惟向
下風險更高。
趙文利分析，上半年全
球市場巨震後，不同市場
和行業之間呈現兩級分
化，疫情反覆、政策擾動
及國際合作缺位，或致全

球經濟調整期拉長並加劇市場的波
動性。即便近日全球股市向好，真
正意義的經濟復甦和可持續牛市仍
言之尚早。

選出下半年十大推介股
該行指，在疫苗成功研發上市和

全球經濟走出衰退之前，成長股將
繼續跑贏價值股，結構性行情仍將
主要集中於科技、生物醫藥和內需
股板塊。下半年隨着經濟陸續重
啟，周期股和本地股有估值修復機
會。其選出下半年十大推介股，包
括石藥集團（1093）、舜宇光學
（2382）、騰訊（0700）、龍光集
團（3380）、華潤啤酒（0291）、
阿里巴巴（9988） 、中國飛鶴
（6186）、安踏體育（2020）、小
米（1810）和中教控股（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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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文利稱市場對香港國安法擔憂已經逐漸
被消化。

青協：年輕人對虛擬銀行信心不足

■圖中為杜丰杰。

娃哈哈傳考慮來港上市

柔宇科技傳擱置美上市改中國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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