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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經濟重見正增長
按季升0.6% 出口消費好轉

從事銷售的凌先生
表示，雖然物價加價速
度放緩，對市民來說是
好事，但東西越來越貴
，如茶餐廳的套餐不動
聲色加了價，令物價依
然很高，生活壓力隨之
增加。作為電子產品銷
售員，他說，現在客人
的購買慾望不如以前，
直接影響到他自己的收
入，希望政府提供適當
的補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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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增長2.5%2.5%本港經濟增長放緩，今年第3

季本地生產總值錄得按年溫和增
長1.3%，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
較重見正增長，扭轉第2季錄得
0.1%的跌勢，按季增長0.6%。雖
然首三季實質僅緩慢增長1%，但
政府預期第4季會有改善，故將全
年經濟增長預測修訂為1.2%。通
脹率方面，在第3季進一步回落至
3.1%，但預期通脹回落速度將較
原先預期慢，因此將全年基本通
脹率預測調升為4.5%。

本報記者 汪澄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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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政府昨日發布第3季
經濟報告顯示樓價繼續升溫，今年首9個月的樓價已累
計上升約20%，較1997年高位高出約26%。政府雙辣招
打擊炒賣措施推出後，短期炒賣雖減少，但政府經濟顧
問陳李藹倫表示，兩項新印花稅措施的全面影響需時觀
察，外圍經濟環境仍然風高浪急，市民宜量力而為。

由於流動資金過剩和超低利率支持，本港住宅物業
市場在第3季進一步上揚，加上美國聯儲局推出第三輪
量化寬鬆措施，樓市亢奮情緒進一步升溫。今年9月份
住宅樓價較6月份急升6%，首9個月累計升幅約20%，
較 1997 年高位高出約 26%，當中，中小型單位價格今
年已飆升21%，升幅跑贏大型單位11%的上升率。陳李
藹倫稱，即使按揭利率仍然偏低，第3季市民供款負擔
比率仍升至約50%，趨近過去20年50.4%的平均水平。

為給樓市降溫，防範樓市泡沫風險進一步增加，政
府在十月底推出印花稅雙辣招展開新一輪打擊炒賣措施
，短期炒賣有所減少。陳李藹倫表示，參考今年首3季
中小型樓價升逾 20%，但經濟增長只有 1%，政府因此
推出措施降低樓市亢奮的情況，並繼續關注樓市會否跟
基本經濟背道而馳。

陳李藹倫提醒市民，歐洲債務危機及美國財政懸崖
的問題，加上美國聯儲局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環球經
濟前景不明朗，資金流動的趨勢可能隨時逆轉，目前市
況仍然風高浪急，呼籲市民要提升風險意識，量力而為。

恒生：港經濟正溫和復蘇
另外，恒生銀行昨天發布分析報告指，香港經濟正

溫和復蘇。報告說，第三季度經濟增速和 10 月份樂觀
數據顯示，香港經濟正溫和復蘇。採購經理指數等重要
數據證實，內需開始增長，加之 10 月份出口和零售數
據表現良好，預示第四季度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會略快。

政府昨日公布第3季經濟數據，雖然市場普遍預期
這將會是今年以來表現最好的一季，可望錄得 1.7%升
幅，但結果只是 1.3%的溫和增長，較第二季的 1.2%按
年增幅，微升0.1個百分點。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
，經濟在第3季重見正增長，扭轉第2季錄得0.1%的跌
勢，按季增長 0.6%。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表示，這
主要得益於出口貿易和私人消費開支的上升。

貨物出口按季反彈4.7%
報告顯示，雖然整體外部需求持續疲弱，但由於去

年比較基數低，本港在第3季的整體貨物出口增長4.0%
，扭轉第二季下跌 0.2%的頹勢；經季節性調整後，整
體貨物出口在第3季按季實質強勁反彈4.7%。其主要貢
獻來自於內地市場，經過前兩季的負增長，第3季，本
港輸往內地的出口顯著回升，按年增長了 9.7%。此外
，對日輸出也增長了 3.3%，不過，輸往歐盟市場的出
口在第三季仍然錄得雙位數的按年跌幅，輸往美國及多
個主要亞洲市場的出口也表現疲弱。

服務輸出方面，繼第2季按年增長2.9%後，第3季
大幅減慢，僅微升 0.1%。陳李藹倫稱，服務輸出表現
欠佳，是由於貿易往來呆滯，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令
集資及跨境融資活動轉趨淡靜。關於旅遊服務輸出，她
表示，雖然訪港旅客人數持續雙位數增長，但由於旅客
人均消費減慢，故整體增長仍然放緩。

內部經濟方面，陳李藹倫指出，就業和收入情況仍
大致良好，帶動私人消費開支在第3季按年實質穩步增
長2.8%，較第2季有所加快。此外，由於私營部門機器
及設備購置強勁，公營部門大型基建工程全速進行，加
上私營機構建造活動進一步飆升，也帶動投資開支由第
2季的5.7%，加快至8.7%的強勁增長。

上季整體通脹放緩至3.1%
至於直接影響市民生活的通脹，陳李藹倫表示，隨

着本地和外圍價格壓力減退，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進一
步受控，放緩至3.1%，較第2季回落1.1%，但回落速度
仍較預期慢。美國旱災後，環球食品價格在7月和8月
反彈，加上美國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而本港過去
數月的住宅租金升勢再度加快，未來數月消費物價通脹
回落速度較早前預期為慢，故將今年全年的整體和基本
消費物價通脹率預測，分別由八月時的 3.7%和 4.3%，
微調至3.9%和4.5%。

縱觀全年的整體經濟增長，陳李藹倫指，作為細小
的外向型經濟體，本港第4季經濟表現主要仍視乎外圍
情況，然美國面對財政懸崖，歐洲經濟衰退亦加劇，她
認為，外圍經濟下行風險仍大，政府已將今年全年的經
濟增長由8月時預測的1%至2%，審慎調整至較低水平
的1.2%。

內地增長較快料帶來支持
不過，陳李藹倫相信，由於內地經濟重回平穩較快

增長，預料第4季可超過7.5%的目標，將對本港貿易和
整體經濟帶來支持。

立法會進出口界議員黃定光認為，全年本地生產總
值只見輕微增長，認為主要是來自房地產業增長，至於
進出口業表現，內地廠房由於勞保及環保法規而令成本
增加，訂單利潤愈來愈少，下季經濟不容樂觀，一些廠
家為求減低成本，正尋求新的投資方向，包括在印尼、
越南、老撾等國設廠。他希望政府協助業界開拓內地、
東盟、非洲以至南美等新興市場，彌補歐洲市場疲弱的
損失。

市民心聲

經營紅酒生意的
葉小姐表示，樓價、
租金和食物價格增長
很快，尤其是牛肉價
格急升，令自己的消
費意慾也降低，平時
購物以生活必需品為
主，不急用的奢侈品
便會減少購買。房地
產方面，她覺得店舖
租金升得快，負擔加
重。

任職運輸業的蔡
先生表示，不覺得通
脹增長速度放緩，仍
然覺得物價 「有加無
減」 。他說自己的消
費意慾並沒有降低，
因為生活必需品不能
缺少，但感覺 「賺的
唔夠使」 ，希望薪水
能適度增長以應付加
價，改善家中入不敷
出的情況。

物價高壓力大減少買奢侈品盼加薪追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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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歐錫熊、陳李藹倫、蕭耀財簡介
第三季本港經濟情況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調查顯示，本港第3季消費者信心下跌，反映
外圍經濟持續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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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消費意慾下降
內地遊客購物趨減

【本報訊】市場調查機構尼爾森昨日公布
調查顯示，本港第 3 季消費者信心為 89 點，
較對上一季跌 15 點，反映外圍經濟持續不穩
，消費者繼續減少非必要開支。市場研究公司
GfK公布的購物體驗調查發現，內地來港購物
人士的購物體驗較本地人好，但內地遊客來港
消費已見減少趨勢，提醒本地零售商要注意吸
引本地顧客。

尼爾森調查報告顯示，只有31%受訪者保
持個人消費意慾，較上季少20%。對個人財政
狀況表示有信心的比例，也從上一季的61%，
減少至今季的43%。60%受訪者認為香港正處
於經濟衰退，比上一季多19%。只有35%受訪
者對未來一年的就業前景樂觀。

香港尼爾森董事總經理樂是德表示
，第3季本港消費者信心下跌，反映港
人對歐債危機、美國經濟復蘇不穩、內
地經濟增長減慢的擔憂，而本港樓價持
續上升，令首次置業人士上車難上加難
，都令消費者對就業前景、個人財務及
消費意慾呈現負面情緒。不過，他預期
，這些影響只是暫時性，隨着市場對內
地經濟信心增加以及接近聖誕假期，相
信第4季本港消費情況會改善。

此外，市場研究公司 Gfk 於 10 月進行調
查發現，內地來港的購物人士，明顯比本地顧
客更享受購物經驗，內地遊客在購物經驗上平
均給出 8.1 分，而本港顧客就只給出 7.4 分的
平均分。

Gfk香港消費者體驗業務部主管許嘉蘭指
出，調查還發現內地與本港顧客與服務的要求
相當不同，內地顧客認為零售商必須注重服務
效率、舒適購物環境、明白內地人的需要和物
有所值的定價；而本地顧客就要求銷售員殷勤
友善。

許嘉蘭還認為，今次的調查亦發現，最新
趨勢顯示，內地遊客或會減少在港消費，提醒
本港零售商，若要維持生意，需取悅本港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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