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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企業對港府控制疫情冇信心
美商會調查：40%受訪者看淡未來一年經濟

本港疫情形勢嚴峻，對營

商環境繼續敲響警鐘。香港美

國商會昨發表最新調查報告，

四成受訪者預期未來 12 個

月，本港商業環境持續不穩或

繼續轉差，僅四分一對2021

年營商環境有持續樂觀的態

度。七成受訪者對港府控制疫

情表示「冇信心」，希望政府

在公布一些決策時，能夠提供

更詳實的解釋和更高的透明

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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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旅遊限制、隔離政策和疫苗準備的看法？

資料來源：香港美商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聯交所頒布的經
修訂《環境、社會及管治
報告指引》（經修訂指
引）已於去年7月1日生
效，然而上市公司披露
ESG報告的質素仍不盡
人意。會計師事務所立信
德豪（BDO）昨日發表
報告指出，大部分上市公
司在環境、社會及管治範
疇的整體參與情況取得進
展，但仍不足以符合經修
訂指引，上市公司應加強意識及採
取重要措施改善其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框架，以符合新披露規定及
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調查結果顯示，有54%的受訪

公司披露有關董事會監督環境、社
會及管治議題的資訊，較2019年
增加20個百分點。同時，在所有
受訪公司之中，董事會較以往更積
極披露參與監督環境、社會及管治
績效及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管理
方法的情況，為符合經修訂指引所
載的強制披露要求作好準備。大型
公司有76%的董事會傾向投入最多
精力監督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

四報告原則披露資料不足
另一方面，調查發現上市公司根

據經修訂指引的四個報告原則，分
別是重要性、數量化、平衡性及一
致性，這四個報告原則方面的披露
資料並不足夠。關於數量化所作的
披露，僅有48%的受訪公司披露關
於排放或能源消耗等數據所採用的
標準、方法、估計、計算工具，以
及所使用的轉換系數。有不足29%
的受訪公司提及計算方法或關鍵績
效指標曾作改動，或提及其他可能
影響報告內比對資料的因素。此
外，只有64%的公司在報告中披露
報告範圍，而披露報告範圍的公司
之中，只有30%的公司解釋決定報
告範圍的方法。

而且，是次調查結果顯示僅有
12%的公司提及氣候變化的相關議
題。在該等公司之中，調查發現有
54%公司披露了本身遇到的氣候相
關風險及機遇，而有83%均報告了
為緩減氣候相關風險而採用的措
施。

綠色金融議題關注度提升
BDO董事兼風險諮詢服務總監

鄭文漢昨日於視像會議中表示，由
於聯交所在去年7月才發布新的
ESG指引，上市公司仍未能完全
符合標準亦可以理解，所以最快要
等到明年的ESG報告，才能評估
上市公司有沒有改進。
BDO非審計部董事總經理江智

蛟則認為，自疫情爆發後，綠色金
融的議題關注度有所提升，而且
ESG做得比較好的公司，在債券
融資方面可有助減低融資成本。
今年為立信德豪第4年就香港上

市公司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績
效作調查，是次調查隨機抽出400
份主板及GEM上市公司於去年7
月31日或以前發表的環境、社會
及管治報告，大部分受訪公司來自
非必需性消費行業佔20%，其次是
工業佔17%、金融業佔15%、地
產及建築業佔11%等。在調查的
400間公司之中，60%為小型公
司，23%為中型公司，以及17%為
大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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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料下月起市民可接種疫苗，
各行各業均盼本港疫情出現轉

機，但業界的營商信心卻未有好轉跡
象。美商會受訪者中，有高達七成受
訪者對港府的隔離政策和疫苗籌備等
措施都沒有信心，僅5%的受訪者表
示「很有信心」。且絕大部分會員相
信，香港經濟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對疫情的控制。

盼政府增防疫措施透明度
多數受訪者認為，希望香港政府能
增加透明度，並以更好的數據和有效
的溝通方式，向市民解釋清楚具體防
疫措施的緣由和科學依據。有超過
60%的受訪者對過去一年的旅行限
制、限聚令和各類社交距離措施缺乏
信心。
整體而言，40%的受訪者對本港

今年全年營商環境持悲觀態度，除
了疫情之外，還有地緣政治緊張、
修例風波等種種事件，令他們認為
2021年依舊會是「充滿挑戰」的一
年，其中以中美關係最受大多數企
業關注，僅 23%的受訪者對此持
「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的態
度。對於去年的營商環境，61%受

訪者認為不穩定，且有惡化的情
況。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報告聲稱本港
的營商環境不被看好，但絕大多數受
訪美企對自家公司的表現仍具信心。
近六成受訪企業對未來12個月公司
經營持「謹慎樂觀」或「非常樂觀」
的態度，23%認為會維持現狀。有
40%受訪者指出，未來3年香港辦公
室仍是其他地區總部，暫未有任何原
因需作出改變。

大灣區機遇仍備受看好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被

大多數美商會成員看好。44%的受訪
者對2021年大灣區的發展前景持謹
慎樂觀的態度，看好區內市場、高科
技產品開發、借大灣區拓內地市場，
成為最被看好的區內機遇。大多數受
訪者認為香港在灣區內將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但也有一些觀點懷疑，香
港該如何扮演好除離岸金融中心以外
的角色。
美商會的這份調查在去年12月11

日至今年1月4日展開，其間向1,400
名會員發出邀請，獲得了181名會員
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在
中國經濟全方位復甦之下，2020年
第四季度「渣打大灣區營商景氣指
數」（GBAI）商業活動「現狀」指
數由第三季度的42.4強勢攀至50.2，
重回50點中界線，顯示大灣區營商
信心持續改善。雖然具前瞻性的「預
期」指數從之前的56.2降至54.1，但
依然處於擴張區間，表明隨着內地走
過了新冠疫情後經濟復甦曲線的最陡
峭部分，首季度經濟發展步伐走向正
軌。該指數預計2021年內地GDP增
速將從2020年的2.3%提高到8%。
從子指數來看，在生產與銷售、訂

單及利潤的帶動下，經濟正在全方位
復甦。在強勁生產與出口的帶動下，
「製造與貿易」的「現狀」和「預
期」指數分別錄得51.6和55.4，為表
現最出色的行業。8個子指數中的5
個均回升至50關口以上，表明大灣
區經濟的收縮壓力已經消退。

疫情未好轉 港數據包尾
城市方面，受益於深圳和廣州的溢

出效應，東莞和佛山繼續迎頭追趕，
後兩者的城市營商「現狀」指數跑贏
其他城市。因香港疫情仍未出現好轉
跡象，「現狀」和「預期」指數均為
所有城市中最低，分別錄得34.9和
38.3。
值得留意的是，多數受訪者認為

相對內地其他經濟區域，大灣區在
經濟改革速度、市場開放度、營商
便捷性和商業機會方面，已確立了
明顯的領先優勢。相對於全球市場
將更多依託境內市場，擴大在大灣
區大型內地城市的運營。半數受訪
者認為大灣區需要在勞動力品質和
人才梯隊方面具備優勢，相信大灣
區城市之間可通過「虹吸效應」，
提高其吸引高端人才的能力。

每一季度，GBAI會向不
少於1,000家大灣區主要商
業領域企業進行訪問，包
括他們當前的經營形勢和

信用狀況以及他們對這些主題未
來一個季度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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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日河
北省出現多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市場擔
憂內地經濟將會再受衝擊。安盛投資管理
新興亞洲高級經濟師姚遠昨表示，相信這
只是暫時的問題，不會破壞內地經濟復甦
的勢頭，加上去年基數較低的緣故，故料
今年內地經濟增長可達8%。

拜登上台或緩和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備受各界關注，被視為影響內地
經濟的一大變數。姚遠談到該話題時表示，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或將更具可預測性，有
助於緩和中美關係，特別是在貿易方面。不
過，中美在核心科技和金融主導地位方面的
競爭將會持續，相信中央政府會繼續透過提

升自身核心科技水平、推動可持續發展，以
及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來應對。
人民幣匯率方面，姚遠認為隨着各國恢

復生產活動，內地今年的貿易順差可能會
收窄，同時新冠肺炎疫苗面世後，市場對
美國經濟復甦的預期，或將令中美之間的
息差逐漸縮小，削弱人民幣的升勢。他現
階段預測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介乎6.4至
6.5水平。
安盛投資管理亞洲股票高級投資組合經

理Simon Weston則表示，對亞洲股票市場
前景維持樂觀，因為隨着新冠疫苗的推
出，已發展市場的經濟有望逐步恢復，有
利亞洲的出口表現。他強調，內地股票仍
具吸引力，因其經濟為區內最快復甦，而

作為疫情下的最大受益者，電子商務等
「新經濟」行業增長更為迅猛。另外，由
於內地將更重視醫療保健等領域，從而提
高投資者的關注及興趣，推動可再生能源
發展的政策亦將產生新的投資機會。

安盛資管料內地經濟今年增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今年是
牛年，不少股民都希望股市亦能牛氣沖
天。瑞士盈豐銀行研究分析師李思卉昨表
示，預計今年內地股市將是牛市，由於內
地積極發展綠色經濟，故她看好新能源行
業，包括太陽能、電動車相關板塊，此外
亦看好消費及工業製造板塊。
李思卉表示，內地加大反壟斷方面的力
度，投資者不需要對此過分擔憂，因為相

關行動，將令相對較小型的公司有望增加
市場份額，可推動行業更健康地發展。不
過，由於內地持續倡議「房住不炒」，因
此她不看好內房板塊。

不需過分擔憂反壟斷
瑞士盈豐銀行投資管理副總監趙國江昨

日表示，隨着新冠肺炎疫苗推出，環球經
濟有望復甦，預料各國政府將會推出新一

輪刺激經濟措施。美國大型科技股今年將
繼續造好，因為它們強大的平台效應難以
複製，而且TikTok事件已反映由於政治因
素，中國的科網公司或將難以大舉進入當
地市場，而美國科網公司則仍然有強勁的
領導地位。
他又稱，雖然現時美股估值較高，但在

環球央行量寬的情況下，市場有閒置資
金，加上過去多年從未試過在低利率環境
下，發生泡沫爆破情況，故認為美股的風
險視乎美國經濟復甦會否非常強勁，從而
令到美聯儲被迫收緊貨幣政策。

瑞士盈豐銀行：今年A股迎牛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晨星昨
發布了《2021年第一季亞洲股票市場展望
報告》，晨星亞洲股票研究總監陳麗子昨
表示，美國市場估值偏高可能為亞洲市場
帶來阻力，因為疫苗供應和接種率、美國
持續至2024年的低利率，以及進一步的財
政刺激措施等多項正面因素已在股價反
映，反而亞洲市場可能會受適度調高的盈
利預測所支持。

該行認為，內地政府的反壟斷方針對於
以產品為基礎的遊戲公司而言影響甚微，
但對於出現壟斷行為的互聯網公司則帶來
收緊監管的信號。阿里巴巴的經營風險比
京東或騰訊更負面，而對其財務造成的影
響則取決於後續的執法行動。同時，鑒於
澳門博彩業於2020年的基數較低，加上內
地與澳門政府實施刺激消費的政策，預計
澳門博彩總收入將於2021年大幅反彈。首

選股為騰訊（0700）、百度（BIDU.US）
及澳博控股（0880）。
金融行業方面，該行認為隨着經濟狀況

改善的跡象成為2021年第一季度的主要催
化劑，繼續認為新加坡及香港銀行股值得
投資。首選股為工商銀行（1398）及華僑
銀行（039.SG）。
科技行業方面，預測智能手機競爭將在未

來數季內變得更激烈，建議繼續關注智能手
機組件和半導體供應商的長期增長，首選股
為穩懋半導體（3105.TW）、台積電
（2330.TW）和舜宇光學科技（2382）。

晨星：看好亞洲市場前景

●鄭文漢（左）指最快要等到明年的ESG報
告，才能評估上市公司有沒有改進。右為江智
蛟。 受訪者供圖

●●拜登政府拜登政府
的外交政策的外交政策
或將更具可或將更具可
預測性預測性。。

●●香港美國商會香港美國商會
最新調查報告指最新調查報告指，，四四
成受訪者料未來成受訪者料未來1212
個月本港商業環境持個月本港商業環境持
續不穩或繼續轉差續不穩或繼續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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