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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去年經濟可望增 6.4%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表示，受惠於出口暢旺，疫情受控，經濟穩步復
蘇，加上市場對樓市前景傾向正面，令賣地收入和發
展商補地價金額遠高於預期，而樓價和股市暢旺，令
物業和股票印花稅收入亦比預期理想，估計赤字將遠
低於年初時的估算。

財赤遠低於原估算
他在香港中華總商會主辦的中總論壇視像致辭時表
示，要讓經濟以更具廣度和深度的綜合式發展，以滿
足 「充分就業」和 「優質就業」。陳茂波指香港過去
一年復蘇動力維持強韌，較近期數字顯示經濟繼續保
持向好勢頭，10 月和 11 月的出口和零售皆表現理想，

估計第四季經濟會有穩健的按年增長，2021 年全年合
計的增長可望達到 6.4%。
經濟持續復蘇，令勞工市場情況明顯改善。經季節
性調整的失業率顯著下跌，由去年年初 7.2%的高位大
幅回落至最新的 4.1%。陳茂波續指，疫情發展仍然是
今年香港經濟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全球供應瓶頸問題
至今還沒全面緩解。如果情況持續，可能會進一步窒
礙環球生產和貿易活動，推高環球通脹，左右各央行
的貨幣政策走向，導致資金流向轉變，令金融市場出
現波動，而一些基礎較薄弱的新經濟體也將可能面對
較為困難的環境。
陳茂波認為，儘管外圍環境仍有不少挑戰，但各主
要經濟體進一步復蘇應可繼續為香港出口帶來支持。

如果能成功讓本地疫情盡快回穩，而外圍環境亦沒有
顯著惡化，香港經濟今年應繼續處於增長軌道上。然
而，復蘇的廣度、深度和速度現時仍然充滿不確定
性。他又指訪港旅遊業仍然是本港經濟現時最弱的環
節，因此有序恢復與內地 「通關」對今年經濟表現至
關重要。他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和加強劑，為 「通
關」創造有利條件。
另外，陳茂波昨出席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表示，本屆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下月 23 日發
布。他回顧上年度的財政赤字逾 2300 億元，如計及發債
和房屋儲備金的回撥，赤字會高達 2800 億元，本財政
年度預算案的赤字 1016 億元，如計及發債、房屋儲備
金和未來基金投資回報回撥，赤字會高達 1800 億元。

澳門修法賭牌最多發 6 個
廢除「主副牌」制 濠賭股全線炒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
道：澳門特區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
交經修訂後的《娛樂場幸運博彩法
律制度》草案，建議新批出的賭牌
由原本最多 20 年縮至 10 年，例外
情況可延長最多 3 年。此外，當局
將賭場牌照數量維持最多 6 個，但
明文禁止轉批(即廢除 「主副牌」 的
制度)。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
強調，澳門賭業未來的發展，將朝
控制博彩規模的方向進行。市場預
期，新法例可讓澳門賭業更健康和
平衡發展。
濠賭股昨日下午全線炒高，六大在港上市賭企的升
幅逾 2%。其中，金沙中國(1928)升幅最為凌厲，收報
18.32 元，飆 7.14%；永利澳門(1128)收報 6.55 元，升
4.63%；澳博控股(880)收報 5.18 元，升 3.81%。

賭桌重新分配

【香港商報訊】恒地(012)及市建局合作的長沙灣
青山道新盤映築公布首批價單，提供 68 伙，全數為
兩房單位，項目最平的入場單位為 7 樓 D 室，實用
面積 322 平方呎，折實售價 621.2 萬元，呎價 19292
元。
至於售價最貴為 28 樓及 29 樓 A 室，實用面積 377
平方呎，折實售價 845.31 萬元，呎價 22422 元。扣
除由市建局持有的兩伙，首張價單有 66 伙由恒地銷
售，實用面積 322 至 337 平方呎，66 伙折實平均呎
價 21379 元。
恒地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形容映築開價單屬
「克制價」，比同區樓盤低 5%，未來有加價空間。
項目示範單位將於今日開放予公眾參觀，並同步收
票，有機會下周末開售。

另外，市場傳出消息指，由王新興集團發展的觀
塘道 53、53A、55 及 55A 號的啟德大廈原地項目，
新近以 30 億元獲批補地價，可建約 800 個私人住宅
單位，項目以中型單位為主，其中一半為兩房單
位。項目擬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最快有望於今年
底或明年初開售。
該項目於 2016 年由王新興集團以 22.93 億元底價
投得，成功統一業權。該盤早前已獲批在 4 層平台
及 2 層地庫上，興建 2 幢 34 層高大廈，住宅樓面約
46.8 萬平方呎，另設 5.7 萬平方呎商用樓面，而因應
項目面積較大，可提供會所設施。
澳門博彩法草案出爐，政府建議訂明賭場牌照數量維
持最多 6 個，並廢除 「主副牌」 制度。
資料圖片

博彩稅率暫不變
澳門政府在草案中建議加強對承批公司參與博彩業
活動人士及公司的資格審查和監管機制，同時調升獲
批出賭牌公司的資本金額，由至少為 2 億澳門元升至
50 億澳門元。此外，由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出任的常
務董事佔股比例，亦提升至 15%。
對於原先啟動賭牌諮詢時建議引入澳門政府代表直
接監察賭企經營狀況，張永春回應指，經過充分分析
後，澳門政府認為此舉將對賭企業務運作及獨立性造
成干擾，故決定不再考慮，改以其他方式規管賭企。
他亦表明，澳門政府暫時無意改變澳門現行的博彩稅
稅率。

港股連升四星期
【香港商報訊】市場擔心美國最快 3 月啟動加
息，拖累隔晚美股急挫，恒指連升兩日 690 點後，
昨日一度急吐 288 點，收市跌幅大為收窄，報 24383
點 ， 跌 46 點 ， 成 交 額 1198 億 元 。 國 企 指 數 收 報
8554 點，跌 47 點；恒生科技指數報 5769 點，跌 27
點。全周計恒指累計升 889 點，升幅 3.8%，連升四
周。
隔晚美股科技股急跌，本港科網股普遍向下，嗶
哩嗶哩(9626)跌近 6%，美團(3690)和京東(9618)跌逾
2%。不過，快手(1024)獲大行大和及富瑞叫買，收
市升 4.8%。另一方面，市場認為美聯儲加快加息或

恒地指映築開價「克制」
低同區樓盤 5%

啟德大廈獲批 30 億補地價

有 6198 張。

張永春表示，現時 6 家澳門賭企的牌照將於今年 6 月
26 日屆滿，由於預見法案未必可於屆滿前完成審議，
故考慮將現有的賭牌適當延長。他又指出，若現有承
批人未能獲批新賭牌，相關賭場連同全部設備和用
具，按法律規定歸澳門政府所有。
對於新賭牌由 20 年縮短至 10 年，張永春解釋，過去
賭牌年期較長，是由於當年投得賭牌的公司，需要一
定時間興建賭場和綜合體，惟現有承批公司投得賭牌
後可在現有設施基礎上經營，故作出新安排。
澳門政府將規管當地賭業的經營規模，澳門經濟財
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辜美玲指出，為了使到澳門賭業
健康發展，將要求在重新競投賭牌後，按法律標準對
中標賭企重新分配賭桌數量，而目前營運中的賭桌共

陳茂波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表示，估計
本財年赤字遠低於原本估算。
中新社

利好國際金融股，控(005)獲券商上調目標價，股
價連升第 6 日，收報 54.55 元，升 1.68%。
新股方面，昨日首掛的金力永磁(6680)收報 28.2
元，較招股價 33.8 元跌 16.6%，一手 200 股，不計手
續費每手帳面蝕 1120 元。外媒報道，內地問答平台
知乎計劃來港作第二上市，估計集資 3 億美元(約港
幣 23.4 億元)。
另外，中信証券(6030)公布，A、H 股同步供股，
每 10 股供 1.5 股。H 股將發行約 3.42 億股，佔擴大
已發行 H 股總數的 13.04%，供股價每股 17.67 元，
較本周四收市價折讓約 15%。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妹記大排檔

Vision Company

「現㈵通告：施嘉諒其㆞址為㈨龍
旺角通菜街 1A-1L 號威達商業大廈
2 樓 2B 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
龍旺角通菜街 1A-1L 號威達商業大
廈 2 樓 2B 舖妹記大排檔的酒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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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龍深
㈬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樓酒牌局㊙書收。
㈰期：2022年1㈪15㈰」

「現㈵通告：姜銀姬其㆞址為㈨龍
德成街 4-16 號富裕臺 B 座 11 樓 B2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㈨龍尖沙
咀㈮馬倫道 26-28 號㈮壘商業㆗心
1樓Vision Company的酒牌續期，
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是㊠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起㈩㆕㆝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㈨龍深㈬埗基隆街 333 號北
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書收。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期：2022 年1㈪ 15 ㈰」

Mui Kee Cookfood Stall

Vision Compan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Sze ka Leong
of Shop 2B, 2/F, Witty Commercial
Building 1A-1L, Tung Choi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ui Kee Cookfood
Stall situated at Shop 2B, 2/F, Witty
Commercial Building 1A-1L, Tung Choi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5 January 2022”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ang Eun
Hee of Flat B2, 11/F., Block B, Fortune
Terrace 4-16 Tak Shing St.,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Vision Company at 1/F.,
Cambridge House, 26-28 Cameron Road,
Tsim Sha Tsui, Kl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5 January 2022”

粉嶺工業地收 3 標書

濠賭股抽升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升幅

金沙中國(1928)

18.32

▲7.14%

永利澳門(1128)

6.55

▲4.63%

澳博控股(880)

5.18

▲3.81%

銀河娛樂(027)

42.05

▲3.44%

美高梅中國(2282)

4.7

▲3.07%

新濠國際(200)

9.25

▲2.66%

利豐研究中心：
今年內地 GDP 料增 5.3%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馮氏集團利豐
研究中心副總裁錢慧敏預計，今年內地 GDP 將按年
增長 5.3%，較去年估計增長 8%至 8.1%放緩，至於
今年出口則呈 「先高後低」走勢，並相信今年內地
政府的財政及貨幣政策將 「更積極、更寬鬆」，甚
至採取 「聯動」，對沖經濟下行的風險。
錢慧敏表示，內地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來自消費和
基建投資。對於內地多次整頓網絡巨企，她認為，
這並非單純針對內地大型電子商貿企業、從而達到
「殺富濟貧」效果，反而認為此舉有利中小企之間
的競爭，同時迫使企業注意核心競爭力。
馮氏集團利豐研究中心昨發布《2022 年中國商業
十大熱點報告》，基於內地以 2030 年達到 「碳達
峰」，以及 2060 年實現 「碳中和」為目標，故此以
「商業全面開啟綠色轉型」，列入為十大商業熱點
之一。
錢慧敏表示，綠色經濟在內地剛剛起步，內地消
費者最初願意投入綠色支付的力度或者很有限，但
隨政府加大環保教育的力度，相信內地未來的 「綠
色」溢價可不斷提升。她又指，企業從事綠色轉
型，肯定會增加成本，但相信隨消費者習慣綠色
消費，日後重視 「碳排放」的企業，反而可獲得更
大市場份額。

【香港商報訊】粉嶺安居街工業地昨日截標，地
政總署公布，合共截收 3 標書，入標財團包括其士
國際(025)、嘉華集團(173)與信和置業(083)。
該地皮位於粉嶺上水市地段第 245 號，即粉嶺工
貿大廈對面，地盤面積約 1.8 萬平方呎，可建總樓
面約 8.8 萬平方呎。據賣地章程顯示，中標財團須
負責維修及保養地皮旁邊兩塊歷史悠久的石碑；另
外，中標財團須興建一個提供 50 個車位的公眾停車
場。
項目可發展作多種用途如工業、倉庫、直接支援
工業營運的辦公室、資訊科技及電訊業、設計及發
展中心、數據中心等。市場估值約 3 億至 4 億元，
每方呎樓面地價約 3500 至 4600 元。

CCL 八大指數七項報跌
收緊防疫樓價料回軟
【香港商報訊】本周 CCL 八大指數中，七項報
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 185.19 點，按周
跌 0.54%。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CCL Mass 報
186.98 點，按周跌 0.6%。CCL(中小型單位)報 184.82
點，按周跌 0.6%。CCL(大型單位)報 187.05 點，按
周跌 0.22%。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去
年 8 月 CCL 四大整體指數齊創歷史新高，隨後經
歷 11 月美聯儲局啟動縮減買債，以及 12 月美國加
快減買債及預告加息，樓價走勢持續反覆回軟。
樓價破頂後 22 周計，CCL 累跌 3.21%，CCL Mass
累 跌 3.41% ， CCL( 中 小 型 單 位) 累 跌 3.34% ，
CCL(大型單位)累跌 2.57%。今年 1 月 5 日本地疫情
再現，政府宣布收緊防疫措施，相信樓價將進一
步回軟，估計 CCL 有機會下試 182 點到 184 點水
平。
四區樓價大多反覆向下，其中新界西、新界東及
港島三區的 CCL Mass 均報跌，惟九龍 CCL Mass 報
181.41 點，則按周升 1.17%，連跌 2 周後連升 2 周共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