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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港 PMI 降至 51.7 增長率按月放緩
【香港商報訊】私營機構 9 月份保持增長。市場
研究機構 IHS Markit 公布，經季節調整後，9 月份
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由 8 月的 53.3，降至 51.7，
反映相關私營經濟連續 8 個月好轉，惟增長率按月
放緩。

企業信心未如 8 月強勁
調查顯示，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減少及經濟好轉，有
利市場需求和產量持續擴張，惟供應商於疫情期間進
一步延長交貨期，導致整體投入價格急劇通脹。展望

經營前景，企業信心未如 8 月強勁。
9 月份外貿需求依然疲弱。計及內地訂單的出口業
務，連跌第 4 個月，而 9 月份跌速亦較 8 月加快。有受
訪業者特別指出，其海外貿易夥伴續受疫情困擾，因
此縮減貨單。
另外，9 月就業水平大致持平。企業因應訂單增
長有意吸納人手，但並不經常有合適人選。價格壓
力在 9 月加劇，採購價格持續攀升、薪資向上調
整，整體投入成本飆升至近 10 年高位。為轉嫁成本
升幅，私營企業繼續調高銷售價格，整體幅度明

顯。
IHS Markit 經濟部副總監 Jingyi Pan 表示，私營企
業受惠於疫情回穩，訂單量與業務量取得穩步增長，
進而鞏固經營信心與採購活動。然而，業者繼續憂慮
疫情牽動的不確定因素，而外貿訂單則顯然仍受拖
累。在投入品供不應求、海外續受疫情干擾的情況
下，企業須承擔不斷高漲的成本，因此供應鏈失衡仍
是一大主題。雖然企業持續向客戶轉嫁成本負擔，但
整體投入價格的通脹率依然高於產出售價的升幅，反
映盈利空間備受擠壓。

受美股拖累 見 1 年收市新低

資料來源：IHS Markit

美國縮減買債
對港股衝擊或有限

恒指跌穿二萬四關口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丹丹報道：受美股三
大指數期貨向下拖累，港股昨日表現疲軟，收
市跌 137 點或 0.57%，報 23966 點，為 1 年來
首次收市失 24000 大關。最新施政報告提出多
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個別地產股逆市上升。

香港特區採購經理指數（PMI）
＞50=較上月好轉（經季節調整）

資本市場已經對縮減買債的前景作出
反應，美股三大指數道瓊斯、納斯達
克、標普 500 均從 9 月初開始走弱，目
前最大跌幅約在 5%至 8%之間。考慮到
美股較高的估值，如果美聯儲收水消息持續發酵，
不排除美股後市仍有機會出現較大調整。
過去每一輪的美元貨幣政策鬆緊周期，都造成了
新興國家資本市場的巨大波動，港股也常常被牽
連。不過對現在的港股而言，由於中國經濟和政策
周期已經明顯與美國出現差異，美股後市如果出現
較大調整，卻未必會對港股帶來嚴重負面衝擊。
進入今年第三季度以來，由於中國政府監管政策的
加強，不少港股上市的重磅企業都不同程度受到影
響。

投資
周記

恒指昨日跌 137 點 ， 成交
1039.69 億元
1039.
億元。
。
中新社

中國經濟未來展望傾向改善
恒指昨日承接美股升勢高開 155 點後，大市隨
即轉跌，最多跌近 300 點。特首林鄭月娥宣讀施
政報告期間，大市跌幅收窄，午後更一度短暫回
收市價 升跌 升跌 成交額
排名
股份
升，惟隨後再度回落，恒指最終跌 102 點或 1.2%
(%) (億元)
(元)
(元)
收市，創 1 年收市新低。大市全日成交較上日微
1
盈富基金(2800)
24.62 -0.14 -0.6 59.56
升，達 1039.69 億元。國企指數報 8412 點，跌 102
446.4 -3.6 -0.8 48.64
2
騰訊控股(700)
點或 1.2%。恒生科技指數繼續受壓，跌 89 點或
-1 -1.2 35.64
3
恒生中國企業(2828) 85.5
1.5%，報 5866 點。
港府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本地地產股個別
4
美團(3690)
228.6
-5 -2.1 35.22
發展，長實(1113)及恒地(012)偏軟，新地(016)及
5
阿里巴巴(9988)
137.3
+2 +1.5 25.72
新世界(017)發展升近逾 1.5%。
52.6
+1.6 +3.1 20.40
6
中國平安(2318)
國際原油價格持續高位運行，石油石化股強
+1.35
+3.3 18.57
7
滙豐控股(005)
42.45
勢，中石油(857)升 4.3%，是表現最好恒指成分
8
小米集團(1810)
20.55 -0.3 -1.4 13.53
股；中海油(883)及中石化(386)升逾 2%至 3%。另
外，金融股逆市造好，控(005)及平保(2318)升
9
友邦保險(1299)
89.45 -0.5 -0.6 13.24
逾 3%。
10
李寧(2331)
84.2 -6.45 -7.1 12.68
消費股受壓，李寧(2331)跌 7.1%，收 84.2 元。
申洲國際(2313)跌 7%，收 152 元，創 6 月低。海底撈
市場氣氛好的時候上市，譚仔的名字為人熟悉，會帶動
(6862)跌逾半成，收 26.1 元。安踏(2020)跌半成，收
該股表現，料股價升不會升得太多，跌 「
就唔出奇」。
133.5 元，創 3 月低。
譚仔國際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 28.58 倍，一手中籤
率約 7.1%，抽 15 手可穩獲 1 手。每股 3.33 元招股價下
譚仔暗盤跌 6.3%
限定價，集資淨額約 10.42 億元。
新股方面，根據輝立交易平台顯示，將於今日掛牌
中譽減持恒大汽車蝕 2.56 億
的譚仔國際(2217)，昨日暗盤平開報 3.33 元欠承接，
低見 2.94 元，收報 3.12 元，較上市價 3.33 元低 6.3%或
另外，恒大汽車(708)再遭上市公司減持，沽壓巨大
0.21 元，成交 1690 萬股，涉資 5170 萬元。不計手續
再插 15%，收報 3.23 元。中譽(985)昨日公布，公司於
費，每手 1000 股，帳面蝕 210 元。
周二(5 日)已透過公開市場出售合共 3218 萬股恒大汽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接受訪問時說，譚
車，每股平均價 3.89 元，套現 1.25 億元，將用作集團
仔國際表現 「麻麻」， 「個名大家認識，冇咩特
一般營運資金。中譽透露，出售事項整體虧損約 2.56
別」。受限於目前的市場氣氛，該股超額認購不高。若
億元。

昨日十大成交港股

華置獲提私有化
【香港商報訊】華人置業(127)昨日公布，獲劉鑾
雄太太、大股東陳凱韻(甘比)提私有化要約，每股作
價 4 元，高過昨日收市價 2.18 元約 83%，要約股份約
為 4.77 億元，私有化總代價最多約為 19.07 億元。華
置將於今日復牌。

陳凱韻：予小股東套現良機
陳凱韻表示，目前地產及金融市場存在加息等諸
多不明朗因素，令集團股價走向難以預測，投資者
面對的風險甚高，因此決定按集團股份最後完整交
易日收市價溢價約 83.5%進行私有化，給予小股東一
個沒有流動性風險下套現的良機，把所有風險轉移
至她身上。最終私有化是否落實，交由小股東自行
決定，她會欣然接受。
今次私有化作價較華置去年底每股經審核綜合資
產淨值約 15.07 元折讓約 73.5%；及較今年 6 月底每股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 12.99 元折讓約 69.2%。市
場分析指，今次作價雖然較停牌前有溢價，但早於
半年多前，華置股價也是處於相近水平，對於小股
東未必有太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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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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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經濟和股市面對的較大壓力，中國政府政策
已經出現了明顯變化，開始有意識地紓緩壓力。例
如中證監已經牽頭與國際投資者溝通，說明監管是
為了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政府也強調以後政策出
台要做好部門協調和與市場的溝通工作。對於房地
產，人行例會報告提出 「要維護房地產市場的健康
發展，維護住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暗示對房地
產的金融高壓政策可能邊際放鬆。對於經濟放緩，
人行於 7 月 15 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8
月 9 日人行發表 2021 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
出 「以適度的貨幣增長支援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
中小企業和困難行業持續恢復，保持經濟運行在合
理區間」，說明貨幣政策轉向寬鬆。
雖然近期因為減碳造成的多地拉閘限電情況對經
濟有一定負面影響，不過據報道中央已經要求能源
國企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今冬供電和石油供應穩定，
預計電力短缺情況將有所緩解。
從監管、貨幣政策和能源供應等幾個對經濟和股
市有較大影響的因素看，最困難的時候基本都已經
過去，監管政策進入穩定期，貨幣政策和對房地產
的金融高壓開始邊際寬鬆，減輕了經濟和股市面臨
的壓力。
從宏觀方向看，美國受制於通脹壓力，寬鬆貨幣
政策已基本走到盡頭，需要逐步收緊貨幣政策，雖
然由於負債過高和就業尚未完全恢復，美國政策收
緊的空間很有限，但其指向無疑是傾向緊縮；中國
則從監管到貨幣政策基本已經走過了收緊階段，未
來指向明顯是傾向寬鬆。
雖然中國經濟放緩的勢頭尚未扭轉，但隨政策
支持力度的加強，未來的展望傾向改善。由於中美
政策的不同步，未來的經濟和股市走勢也有較大機
會不同步，美國貨幣政策收縮對中國的影響下降，
對港股的衝擊可能有限。
華大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 楊玉川

由
陳燕儀

呈請㆟

香港㈵別行政區
㈸㈾審裁處

及
李亮華

答辯㆟

申索書編號：LBTC2546/2021

c/w LBTC2481/2021
王家樂 (WONG KA LOK)

茲㈲離婚呈請書經呈遞法院，提出與答辯㆟李亮華
離婚。答辯㆟住址不詳。現可向香港灣仔港灣道
1 2號 灣 仔 政 府 大 樓 閣 樓 ㆓ 家 事 法 庭 登 記 處 申 請 領 取
該離婚呈請書副本㆚份。如於㆒個㈪內答辯㆟仍未
與該登記處聯絡，則法庭可在其缺席㆘聆訊本案。

申索㆟

對
俊維顧問服務㈲限公司(CAP WEALTH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司法常務官

被告㆟

通告

本通告將在香港刊行之㆗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㆒㆝。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坪洲海興隆茶餐廳
「現㈵通告：梁耀平其㆞址為坪
洲永安街 39 號㆞㆘，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坪洲永安街 39 號㆞㆘坪
洲海興隆茶餐廳的酒牌續期。凡
反對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書收。
㈰期：2021年10㈪7㈰」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Peng Chau Hoi Hing Loong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ung Yiu
Ping of G/F., 39 Peng Chau Wing On
Street, Peng Chau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Peng Chau
Hoi Hing Loong Restaurant situated at
G/F., 39 Peng Chau Wing On Street, Peng
Chau.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7 October 2021”

㈸㈾審裁處現接獲申索㆟ 王家樂 (WONG
KA LOK) 入稟申索，向被告㆟ 俊維顧問服務
㈲限公司 (CAP WEALTH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追討申索款㊠。本案將
在 ㈨龍加士居道36號2樓 第4號法庭聆訊，㈰
期時間是 2021 年 11 ㈪ 23 ㈰ ㆖午 9 時 15 分。被
告㆟可向 ㈨龍加士居道36號㆞㆘ ㈸㈾審裁處
登記處索取此申索書副本㆒份。如在本通告㈰
期起計 ㆓㈩㆒㈰ 內被告㆟仍不與該登記處聯
絡，法庭可在其缺席情況㆘進行聆訊。
㈰期︰ 2021 年 10 ㈪ 5 ㈰
司法常務主任
此通告刊登在香港發行之㆗文報章 香港商報㆒㆝

畢杜楊會計師行㈲限公司
BUT DO YEUNG C. P. A. LIMITED
稅務㈹表(30多年經驗專業㆟仕處理)
清盤除㈴/破產申請
公司及個㆟稅務申報和策劃
成立本㆞，海外及BVI公司
成立㆗國公司或辦事處
年報及公司㊙書服務
會計理帳/年結核數
商標註冊
㆞址 ：香港皇后大道㆗340號
華秦國際大廈18樓
電話 ：(852)2581 2828
傳真 ：(852)2581 2818
電郵 ：enquiry@butdoyeungcpa.com
㆞址 ：香港德輔道㆗300號華傑商業㆗心19樓
電話 ：(852)2520 2727
傳真 ：(852)2520 2336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