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句話中有四個「穩」字，可見
「穩」的重要性。整體來看，2022

年以及較長一段時間，要實現政策穩、秩
序穩、經濟穩、產業穩、科技穩、民生穩

等一系列目標。
政策穩，指的是政策不宜大起大落，在

有前期政策支撐的背景下，優化政策在新
形勢下對各類產業的扶持力度。
秩序穩，指的是無論是金融秩序、產業

秩序還是社會秩序，都能夠按照既定的規
則完成相應要求。

「穩」字寓意邁向高質發展
經濟穩，指的是如資本市場、外匯市場

等方面，總體能夠保持相對較穩的趨勢，
避免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影響；在國內經濟
循環方面，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交易鏈條
和網絡，使得貨幣流通、金融交易更為順
暢。
產業穩，意思是繼續加大對實體產業的

重視。
民生穩，指的是增強老百姓的幸福感。
「穩」字承載着再一次由量變到質變的

突破，就當前的環境而言，內地經濟還將
面臨各種困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以宏觀
統籌、全面治理的方式，通過全面推進完
成。
對此，我有以下幾點建議。

鼓勵創新 優化資源防風險
一是繼續鼓勵有能力的人才和團隊創新

創業，鼓勵高技術團隊專攻各領域高精尖
技術，爭取培育出更多「專精特新」企
業，通過這些企業和產品增強綜合科技水

平，不斷研發創造出有價值、有意義的科
技產品。二是優化產業資源分配，當前內
地出現了一定的發展失衡情況，例如西部
發展資源和機會不如東部，小城市人才引
進力度不如大城市，相關福利也比較少。
三是時刻防範系統性風險。當前對經濟發
展造成負面影響的風險因素較多，例如新
冠肺炎疫情、部分大型企業負債率較高、
部分產業技術與時代發展需求不匹配等。

產業融合 着力解決住房問題
四是強化產業融合與創新。例如隨着相
關制度的持續收緊，以及未來還有可能出
台更新的房地產管控制度的背景下，房地
產企業的利潤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創造
更多盈利點或可持續收入是房地產商必須
思考的出路，高附加值、服務於社會民生
的產業產品將有更持續的生命力。
五是增強老百姓幸福感。幸福的定義有

很多，需根據實際情況落實，例如今年以
來，通過國家和各地的各項相關制度，多
個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得到有效控制，但就
地產項目的售價來看，價格依舊高企，消
費者尤其是青年人群的購買壓力依然巨
大，未來應合理布局公租、廉租房，同時
通過空間時間相互置換的模式，為老百姓
解決居住問題。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強
國提速》。本欄逢周一刊出

財 經 新 聞B5 ●責任編輯：馬曉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

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

投 資 理 財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12月 20 - 24 日)

日期
20
21
22

23

24
註:#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英國
英國

美國

德國
美國

日本

香港時間
10:00 PM
3: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7:50 AM

報告
11月份領先指標

11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12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11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11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11月份個人收入
11月份個人開支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11月份耐用品訂單

11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12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修訂)
11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預測
+ 1.0%

-
-

+ 2.1%
111.5
650 萬

-
+ 0.5%
+ 0.6%
20.6 萬
+ 1.5%
77.0 萬
70.4
-

上次
+ 0.9%

151.43 億
+ 5.5%
+ 2.1%
109.5
634 萬
+ 21.7%
+ 0.5%
+ 1.3%
20.6 萬
- 0.5%
74.5 萬
70.4

+ 1.0%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12月 13 - 17 日)

日期

13

14

15

16

17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德國
美國
歐盟
英國
英國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歐盟
德國
英國

香港時間
7:50 AM
3:00 PM
8:30 PM
6:00 PM
3: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9:30 AM
6:00 PM
8:30 PM

9:15 PM

6:00 PM
3:00 PM
3:00 PM

報告
第四季短觀擴散指數
11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11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10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12月份失業率
11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11月份生產物價指數(輸出)#
11月份零售額

11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10月份商業存貨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11月份失業率

10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數字(歐元)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11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11月份工業生產
11月份設備使用率

11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11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11月份零售額#

結果
+ 10

+ 16.6%
+ 0.7%
+ 3.3%
4.2%
+ 5.1%
+ 9.1%
+ 0.3%
+ 0.5%
+ 1.2%

4.6%
42 億
20.6 萬
167.9 萬
+ 0.5%
76.8
4.9%

+ 19.2%
+ 4.7%

上次
+ 14

+ 15.2%
+ 0.6%
+ 5.2%
4.6%
+ 4.2%
+ 8.6%
+ 1.8%
+ 0.5%
+ 0.8%

5.2%
73 億
18.8 萬
150.2 萬
+ 1.7%
76.5

+ 4.9%
+ 18.4%
- 1.5%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英國央行突加息 英鎊走高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
�� ����

富臨業務大眾化 進軍九龍東商場
疫情下餐飲集團亦求變有新部署。多年來以中餐為主的

富臨集團(1443)，剛於屯門新開美食廣場，名為「Food

Maze」，面積約1.3萬平方呎，屬集團於全港第四間美食

廣場，公司副主席及行政總裁鄔錦安昨日明言，未來會開

設更多新美食廣場，2022及2023年已準備進駐包括啟德的

東九龍一帶、將軍澳，以及新界西等，看好當區的新發展

機遇及客流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內地經濟求「穩」宜「五路齊發」

每年年末的中

央 經 濟 工 作 會

議，都能令人們

的 精 神 為 之 振

奮，今年也不例

外。長期以來，

無論是發展經濟

還是推動貿易，

國家都以「穩」作為實現目標的途

徑。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要

求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

求進，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

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

出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

力適當靠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安踏體育
（2020） 昨宣布計劃派特別息。為慶祝集團成
立30周年，考慮到集團現金盈餘充足，自由現
金流穩定，擬派發特別中期股息每股30仙。安
踏一向有派發中期息及末期息，於今年上半年財
年，安踏宣派中期息60仙。安踏現價股息率，
將由0.9厘升到1.2厘。安踏指，建議的特別中期
股息須經董事會批准後方可作實。董事會將於12
月30日舉行會議，並將於會議上提呈有關特別
息的決議案。

擬授予僱員獎勵股份
另外，為慶祝成立30周年，及肯定集團僱員

所作出之貢獻，董事會有意向若干現有僱員授予
獎勵股份。董事會有意於2022年上半年，按照
股份獎勵計劃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不多於1,200萬
股新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數1%。

新戰略聚焦共同富裕
公司同時公布新10年戰略和可持續發展目

標。未來10年，將致力與利益相關方價值共
生，在消費者、夥伴、環境及社會四大領域，推
動實現可持續發展及共同富裕。
安踏上周五收報114.7港元，跌3.775%。

早前延遲刊發年度業績的光正教育(6068)昨公布，截至
2021年8月31日止年度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21.19億元人
民幣，去年同期利潤5.11億元人民幣；每股虧損0.98元人
民幣；派特別股息每股0.106元人民幣。公司已向聯交所
申請公司之股份自2021年12月20日上午9時正起恢復買
賣。 ●記者 莊程敏

鄔錦安昨表示，疫情下公司堅持
發展，並持續進行改革，2019

年開始發展全新美食廣場營運模式，
以往主要發展街舖，但現在會更傾向
於在商場內運營，以保證客流。昨日
新開設的「Food Maze」位於屯門市
廣場，面積超過1.3萬方呎，投資額
逾千萬元，提供逾340個座位，為屯
門最大型美食廣場，而廣場內11個
餐廳品牌中，20%屬自設品牌，其餘
80%則由品牌客戶營運。

屯門開店因看好灣區前景
他說：「以往做中式餐飲許多年，
不知不覺明年就踏入30年，看到客
戶需求不能只做單一菜式，所以引入
多國特色餐飲，2022及2023年已經

規劃好，將部署於將軍澳、九龍東、
新界西發展。」問到九龍東是否包括
啟德，鄔錦安回應正面及肯定，指該
處有許多新商場物業，同時亦補充指
九龍東包括觀塘、九龍灣，甚至秀茂
坪、慈雲山，主要考慮客流及發展前
景。
他舉例，剛開設的屯門市廣場美食

廣場，就是看好大灣區前景，屯門位
置靠近深圳，但亦強調美食廣場需要
重視地區需要，才能推動本土文化。
他說：「希望大家對富臨的印象除中
餐外，在美食廣場的拓展，亦能有一
個新平台與年輕人對接。」他透露，
疫情下公司的投資組合有明顯變化，
目前公司生意額有40%來自中式餐
飲，60%來自非中式。

業績存變數 暫無意派特別息
問到「Food Maze」的回本時間，

鄔錦安指目前未有計算，但「Food
Maze」人均消費約50元至80元，按
之前九龍灣美食廣場的情況，周一至
周五每日客流約3,000多人，周末可
以去到 4,000 人至 4,500 人，預計
「Food Maze」短期會有正現金流。
至於公司明年踏入30年會否派特別
息，鄔錦安指仍未考慮，因疫情影響
無法預測，業績仍存變數。
負責公司非中式餐飲部分的富臨集

團營運總監（概念線）楊浩宏表示，
公司現時每個月大約開設3間至5間
分店，除舊有品牌外，亦會有新品牌
加入，視乎不同地點對哪種餐飲有更

大需求。至於今年冬至及聖誕檔期，
鄔錦安指，由於疫情穩定，如果與去
年同期比較，生意額一定有雙位數字
升幅。

冬至聖誕生意料有雙位數升幅
另外，公司亦有意發展內地市場，

同樣會以非中式的餐廳體驗進入市
場，因為目前在香港已有一個成熟的
商場營運模式可以複製，第一站會開
拓大灣區其他城市，例如深圳及廣州
等，原因是靠近香港，管理上會較容
易。但他亦特別提到成都和重慶，因
當地有一個很好的商圈支撐。據公司
網頁顯示，目前富臨以富臨皇宮品
牌，於廣州、珠海、福州營運4間分
店。

美元指數上周走勢動盪，美聯儲周三
表示，將加速縮減購債，明年3月結束
大流行時期的購債計劃，為2022年底之
前進行三次每次25個基點的加息鋪平道
路。決議結果大致符合市場預期，美元
先升後回挫，部分市場人士原本預計美
聯儲比調查預期更偏鷹派。
美元兌主要貨幣大致走低。英國央行

稍為意外地宣布將指標利率從0.10%上
調至0.25%，促使英鎊大幅上揚，英國
央行成為疫情以來第一個加息的G7經濟
體；而歐洲央行宣佈明年3月結束疫情
期間的緊急資產購買計劃，但承諾只要
有需要就會通過較長期資產購買計劃
(APP)提供大量支持。日圓亦呈回升，日
本央行於周五縮減抗疫緊急融資計劃，
但維持超寬鬆政策不變，鞏固了對其在

可預見的未來仍是最鴿派央行之一的預
期。

金價料現反彈
倫敦黃金走勢，在美元回軟的情況

下，金價上周亦相應走高，當前一個關
鍵位置料為25天平均線，在過去三周多
的盤整走勢亦是受制於此技術指標，但
至上周五終可作出突破，已展現出初步
的上揚訊號，另一重要阻力則見於11月
26日高位1,815美元，若後市再而可跨
過此區，將可望脫離此段橫盤走勢。以
過去約百多美元的累計跌幅計算，
38.2%的反彈幅度為1,800，擴展至50%
及 61.8%的幅度則為 1,815 及 1,830 美
元。另外，以盤整幅度約62美元計算，
技術延伸目標將看至1,877美元。至於支
撐位回看1,796及100天平均線1,788，
較大支撐看至1,774美元。

▶ 屯門市廣場「Food Maze」昨開幕。楊浩宏（左一）表示，公司現時每
個月約開設3間至5間分店，除舊有品牌外，亦會有新品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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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經 簡 訊

中國稀土(0769)昨發公告指，與中國北方稀土簽署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就中國稀土現有稀土產業及業務加強
交流，包括南方礦、北方礦產能方面開展合作等。雙方同
意彼此為對方提供最優惠的合作條件，以促進項目的良性
運作，具體合作另行簽訂投資合作協議。

內地兩大稀土企簽合作

光正教育今復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